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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多處近期迎來高溫天氣，
而雲南昆明氣溫近日卻十分涼爽，有

民眾甚至穿上了冬裝。左圖為昨日昆明街頭身着羽絨服的市民；右圖
為7月12日，山東青島數萬名遊客在第一海水浴場開啟「下餃子」式
避暑納涼。 ■文/圖：中新社

熱浪連襲神州 催火高溫經濟
年輕人鍾情「點外賣」送貨員成城市風景線

促農業合作 中俄農教科技創新聯盟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內地多

地近期遭遇持續高溫天氣，部分省份連

續一周發佈高溫預警。熱浪滾滾也為商

家帶來商機，新一輪高溫經濟隨着室外

溫度的增加而持續升溫，很多年輕人熱

衷「點外賣」 ，使得大量騎着電動車穿

梭在街頭巷尾的外賣送貨員成為城市的

一道風景線。

河北自本月7日以來連續8天發佈高溫預警，
其中11日至13日每天皆發佈兩次高溫紅色

預警，石家莊的最高氣溫連日來接近40℃。高溫
天氣讓很多年輕人選擇了「吃喝點外賣」的
「宅」生活，使得不少商家接到的外賣單激增。

空調安裝師收入倍增
28歲的外賣送貨員張振峰表示，除了極端天
氣，正常情況下他一天接20多單外賣。近期的高
溫天氣迫使顧客從網上訂餐，甚至連生活日用
品、喝的瓶裝水都從網上訂購。「昨天我接了40
多單，都顧不上吃午飯了」，然而想着這個月收
入也會升高，張振峰表示很開心。
適逢高溫天氣，很多民眾選擇「食補」，即吃
一些清熱解毒的食材以預防中暑，超市裡綠豆、
荷葉、蓮子和菊花茶成為民眾的「新寵」。在石
家莊一家大型連鎖超市裡，所剩無幾的綠豆依然
被五六名民眾裝袋搶購。該超市工作人員介紹，
每逢高溫天氣，白天客流量明顯減少，十幾個收
銀通道一般只有五六個被啟用，然而一到晚上，
客流量就明顯上升，即使啟用全部收銀通道，還
是會出現顧客排隊等候的情況。
在賣場裡，空調銷售員張偉正在跟一對年輕男
女介紹不同空調的區別，看到店內又來了新的顧
客，然而卻沒有閑着的導購員，他只好先讓新來
的顧客稍等片刻。張偉表示，夏天是空調銷售的
旺季，空調安裝師傅也成了「搶手貨」，他們的
收入較淡季增加了兩三倍。

「降溫神器」網上熱銷
烈日炙烤，汽車也「發燒」。不少私家車主也
為自己的愛車「降溫」。石家莊一家汽車美容店

店主周凱表示，近來到店裡給汽車貼防曬隔熱膜
的人增多，甚至很多人欲購買整車防曬罩。
除了線下高溫經濟火熱，避暑產品在網上同樣

熱銷，且不乏有「小新意」。一款被稱為「降溫
神器」的衣物清涼劑近期火爆微信朋友圈，顧客
將它噴到衣物和身體上可實現快速物理降溫。網
店店主劉軍表示，近期，該「降溫神器」每日銷
量達近三百件，比上個月翻了三倍。與此同時，
店內的清涼貼和涼蓆的銷量也成倍增長。
中央氣象台昨日6時繼續發佈高溫橙色預警，

昨日白天，內蒙古西部、甘肅、西北地區東部、
華北中南部、江南、華南東部、新疆南疆盆地等
地有35℃以上的高溫天氣，其中，河北中南部、
山西西部和南部、陝西東北部和關中地區、寧夏
北部、甘肅西部、浙江、江西中部及新疆南疆盆
地等地的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可達37℃—39℃，局
地可超過40℃。

冰 火 兩 重

粵港澳版權登記大廳啟用
推港文創進軍內地市場

南方日報：努力築就中華民族復興時代文藝高峰
香港文匯報訊 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中國文
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
講話精神，迎接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
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文化廳、廣
東省文聯、中國美術館聯合主辦，廣東
省美協、廣東美術館等單位承辦的《其
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昨日
在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幕。這是廣東文藝
界的盛事。精心策劃舉辦的這一大展，
首次系統全面總結了廣東美術百年歷

程，集中展示了廣東美術「得風氣之
先、領時代之新、走變革之路」的輝煌
成就。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

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
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的
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
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
和特徵。本次大展精選了廣東美術百年
來554件作品，分為六個板塊，充分展
示了廣東美術「得風氣之先、領時代之

新、走變革之路」的歷程，充分展示了
廣東美術工作者致力於文藝創造性轉化
和創新性發展的努力，充分展示了廣東
美術家扎根嶺南沃土而記錄社會滄桑巨
變，記錄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
革開放的非凡歷程，記錄勞動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和黨領導人民創造美好生
活的壯麗圖景。
文章進一步指出，百年廣東美術，從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到跨越南嶺名揚四
海，依賴的正是革新、現實、兼容的精

神。廣東文藝工作者要以此次大展為契
機，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文藝思
想，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重要
批示精神，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
頭、發時代之先聲，胸中有大義、心裡
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推
出更多反映時代呼聲、展現人民奮鬥、
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秀作
品，築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
高峰，為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為
民族描繪更加光明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
報道）由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主辦的第
二屆絲綢之路農業教育科技合作論
壇，近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
成功舉辦。本次論壇吸引了來自俄、
澳、中等7個國家的150餘名農林科學
家參加，為「一帶一路」農業科技教
育合作建言獻策。同時，由中俄16所
高校及農業科研院所參與的中俄農業
教育科技創新聯盟，亦在本次論壇期
間正式成立，為中俄農業合作搭建了
一個新的國際平台。
中俄農業教育科技創新聯盟由西北

農林科技大學和俄羅斯奧姆斯克國立
農業大學共同發起成立。該聯盟將在
「絲綢之路農業教育科技創新聯盟」
框架下，以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
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宗旨，
致力於推動中俄兩國農業大學和科研
機構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技術推
廣、人文交流及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密
切合作，深入推動中俄經濟社會發展
和文化交流。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孫其信代表

中方單位發言時指出，中俄兩國歷史
淵源深厚，農業合作前景廣闊、空間

巨大，中俄農業教育科技創新聯盟的
成立，為成員單位進一步深化關係、
開展全方位合作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
件和更加專業的平台，希望成員單位
充分發揮好各自特色和優勢，為中俄
兩國農業教育科技合作作出更大的貢
獻。
俄羅斯奧姆斯克國立農業大學副校

長Vitaly Aleshchenko表示，中俄農業
教育科技創新聯盟為兩國農業合作搭
建了平台，希望中俄雙方單位借助這
個平台開展深入合作，共同促進中俄
兩國農業教育科技的進步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仰鵬 深圳報道）粵
港澳版權登記大廳昨日正式落戶深圳市羅湖區
並啟用，這是繼去年西南版權登記大廳落戶成
都、今年華東版權登記大廳落戶上海後，中國
版權保護中心的第三個落地項目。業內人士認
為，粵港澳版權登記大廳將消除香港文創從業
者北上拓展內地市場的顧慮，有望輻射並帶動
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據了解，粵港澳版權登記大廳將為著作權人

提供全方位的版權一站式窗口服務，服務涉及
版權登記、維權、交易、宣傳推廣和研究諮詢
五大平台功能。
粵港澳版權登記大廳的啟用對於不少香港創

作者是一大利好。此前，不少香港創作者進軍
內地市場時不知如何保護版權，更擔心自己的
作品北上發佈後會遭到剽竊或佔用。深圳市版
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負責人李江寧表示，一方
面，粵港澳版權登記大廳的啟用正好解除了香
港創作者的顧慮，另一方面，他們在粵港澳版
權登記大廳進行版權登記後，可以圍繞版權交
易、版權投融資展開深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廣州南沙自貿區便捷通關服務近期持
續升級。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南沙邊檢
站獲悉，今年上半年，使用自助通道從南
沙郵輪口岸出入境的旅客穩步上升，自助
通關率突破55%，領先內地同類郵輪口
岸。此外，自南沙邊檢站開展出入境船舶
無紙化申報試點3個月以來，企業減負約
9萬元（人民幣，下同），預計年減負將
達30餘萬元。
「無需排隊、無需蓋章、刷刷護照、按
按指紋就能通關，真給力。」昨日在南沙
邊檢出入境查驗大廳，第一次乘坐郵輪的

王女士在邊檢民警的指導下，從第一道屏
蔽門刷護照到第二道屏蔽門採指紋和面
像，用時不到10秒就順利過關，開啟了
「雲頂夢」號郵輪從南沙至香港航線之
旅。

試點無紙化申報 企業年減負料逾30萬
據了解，南沙港自2016年1月開始運

營郵輪項目以來，當年出入境旅客規模
躍居全國第三位。今年上半年，南沙港
運營出入境郵輪約135艘次，郵輪艘次
和 人 員 出 入 境 同 比 增 長 55.2% 和
32.6%。面對暑期郵輪出遊旺季，南沙

邊檢站16條自助通道，大大提升旅客通
關效率。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所
見，每名旅客通關時間在10秒至15秒
之間，最快者8秒鐘便可；使用自助通
道從南沙郵輪口岸出入境的旅客也穩步
上升，自助通關率達 46.3%，其中 5
月、6月連續突破55%。
自今年4月1日起，南沙邊檢站在內

地率先開展出入境船舶無紙化申報試
點，為企業減負約9萬元，預計年減負
將達30餘萬元。 南沙區邊檢站邊檢處
處長張紅軍介紹，無論是國際航行船
舶、往來港澳小型船舶，還是石化、糧

運、維修、散貨、集裝箱船以及國際郵
輪，只要通過公安出入境網上辦事平台
或廣州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平台提交
相關電子信息，就無需提交紙質申報單
據。
船方普遍反映，南山邊檢站實施的便

利措施讓船方真真切切受益。以往船舶
通關到港需要準備各類申報單證，且須
簽名、蓋章，最少耗費1小時，而現在通
關手續一切從簡，船舶候檢時間平均縮
短了約1.5小時，船舶作業「零待時」率
達99.2%，大大提升了碼頭運轉和船舶通
關效率。

南沙郵輪口岸旅客自助通關率超55%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量產型
彩虹五無人機昨日在河北某機場成功試飛，這
標誌着自去年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後，中國自
主研發的中高端大型「察打一體」彩虹五無人
機正式進入批量生產階段，為後續產品交付和
合同簽訂奠定基礎。
昨日16時許，翼展21米、重量達3,300千克
的灰色彩虹五無人機在河北某機場跑道上啟動
滑行，「昂首」衝向天空，成功完成各項試飛
任務。
據了解，彩虹五無人機是由航天科技集團十

一院研製的一款國內大型中空長航時無人機，
主要用於實施全天時偵察監視、巡邏、目標精
確定位、打擊毀傷效果評估等任務，為軍事作
戰提供情報保障。

國產「察打一體」無人機試飛成功

■「察打一
體」彩虹五
無人機。
網上圖片

■中俄農業教育科技創新聯盟成員集體合影。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
吉林省中部地區前日普降大暴
雨，局部出現特大暴雨，瀋陽鐵
路局管內的瀋吉、長圖線部分區
段遭受水害，圖們至北京的K216
次列車被困在吉林西站至馬相屯
站424公里288米處，車上共有旅
客877名。經瀋陽鐵路局全力搶險
15小時後，車上旅客全部脫困。
在列車滯留期間，部分旅客攜

帶的食物逐漸減少，餐車乘務人
員連夜熬製600餘份大米粥，第

一時間送到旅客手中。同時，瀋
陽鐵路局與當地政府配合，緊急
調配20輛客運汽車，及時轉移被
困列車上的旅客。
截至昨日11時45分，車上877

名旅客已全部安全轉運至吉林
站，辦理退票或換乘其他列車。
目前，受水害影響的部分列車上
的旅客和車站滯留的旅客都得到
了妥善安置。瀋吉、長圖線多處
水害區段搶險救援工作正緊張進
行。

天

瀋陽鐵路局搶險15小時
877名乘客全脫困

■內地高溫天氣為商家帶來商機。圖為在有「火爐」之
稱的江西南昌，一位外賣送貨員昨日在高溫下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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