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雲尼」再襲粵 陸空交通受影響
多市水浸雲浮5人亡 逾百班機取消數十列車停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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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第4號颱風「艾雲尼」7日

晚於陽江沿海再次登陸廣東，肇慶、佛山、中山、珠海、汕尾等市縣發佈

暴雨紅色預警信號，部分地區降雨量超250毫米。雲浮、珠海、汕尾等城

市出現山體滑坡、水浸災害。廣州白雲機場進出港航班取消逾140班。佛

山於8日中午發佈龍捲風警報，政府出動消防車、衝鋒舟協助接送高考考

生。據民政部門統計，截至昨日16時止，廣東受災21萬餘人，轉移7.26

萬人，因災死亡5人、失蹤1人。

據廣東省氣象局最新消息顯示，颱風
「艾雲尼」於7日晚8點30分登陸廣

東陽江，這也是該颱風在6日早晨登陸廣東
徐聞後再次登陸廣東沿海。「艾雲尼」登陸
後，在珠江三角洲市縣及陽江、雲浮、汕
尾、河源等市出現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其餘市縣出現了陣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據氣
象水文監測，7日7點到8日7點，全省平均
雨量達到64.1毫米，有117個站錄得超過
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有1,009個站錄得100
毫米至250毫米的大暴雨。
昨日，廣東全省共有21個暴雨紅色預警
信號、24個暴雨橙色預警、18個暴雨黃色
預警生效。同時還有2個颱風黃色預警、30
個颱風藍色預警正在生效。強降水導致多地
中小學、幼兒園停課。
持續的強降雨使得多個城市出現水浸災
害。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廣州看到，機場高
速、廣清高速部分出口及芳村大道、廣雅路
等市區低窪路段共計30餘個路段均出現水
浸，造成交通嚴重擁堵，不少行人也只能涉
水出行，水位最高處沒過膝蓋。廣州部分河
湧及珠江支流水位一度接近地面，水流湍急
渾濁。
最新消息顯示，雲浮新興縣因暴雨導致的
山體滑坡致5人死亡，受災人口達 1,741

人，直接經濟損失達512萬元人民幣（約合
港幣627萬元），當地啟動暴雨紅色、防汛
一級應急響應。

佛山雨量最大 打破氣象紀錄
此外，據當地氣象部門分析，7日8點至
8日8點累積雨量是佛山有氣象記錄以來當
天最大日雨量。同時，佛山氣象台還發佈
了龍捲風警報。截至昨日下午，佛山共收
到水浸點報告474處，受災影響人數超3萬
人，車輛受浸數百輛。
昨日下午有佛山網友發視頻稱，在南海區

大瀝疑似出現龍捲風，至昨日傍晚7時，隨
着強雷雨雲團轉移，當地龍捲風警報解除。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鐵路廣州局了解

到，昨日，途徑深圳、廣州等站的鐵路班次
共計有34班停運。

交警武警護駕 高考如期舉行
同樣，受華南地區強雷雨天氣影響，昨日

下午16點58分廣州白雲機場啟動航班大面

積延誤藍色預警。截至昨日17點30分，該
機場延誤1小時以上航班56班，進出港航班
合計取消逾140班，包括出港航班取消73
班，進港航班取消71班。此外，南航已取
消8日廣州、深圳、珠海等地進出港航班71
班，國航也已取消27個航班。

在颱風肆虐時，也有暖心的一幕。雖然多
處掛起暴雨紅色預警，廣東各地高考仍如期
舉行，為了幫助考生順利進出考場，各地政
府紛紛派出交警、武警，緊急調動消防車、
武警運兵車、衝鋒舟等裝備在水浸路段協助
考生通過，受到考生及家長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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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管理部：5月以來較大事故環比上升

南海海域首次實現中英文海況預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微信公眾號報

道，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訪問學者章瑩
穎失蹤，今日即滿一周年。近日，章瑩穎的男友
侯先生通過該大學的報紙發佈了一份聲明，聲明
中除了表達對提供幫助者的感謝，也表明了決不
放棄尋找章瑩穎的決心。
《每日伊利諾伊》網站昨日公開了一份來自章
瑩穎男友的聲明。在這份聲明中，侯先生表示：
「我們最想說的還是謝謝，感謝警察和《每日

伊利諾伊》所做的工作，感謝領事館、學校和所
有在這一年中一直在幫助我們並照顧我們的好心
人。我們將永遠記住每個人為瑩穎和我們所做的
一切。」
「其次，我們最大的期望永遠都是找到瑩穎並

把她帶回家。我們希望警方不要停止搜索，我們
希望人們繼續關注此事並提供線索。除非找到瑩
穎，否則我們絕不會放棄。無論她現在在哪裡，
我們都相信，終有一天我們會重聚。」
在這份聲明的最後，侯先生也為出國在外的留

學生們提出了建議：「此外，我想請所有留學的
學生們小心。當你遠走他鄉時，請小心照顧好自
己，不要讓自己的家人擔心。」

香檳分校舉行祈福活動
雖然章瑩穎一案已滿周年，但嫌犯克里斯滕森

卻尚未被繩之以法。就在今年2月，美國地方法
院確定將案件審判推遲到2019年4月2日。 在此
之前，克里斯滕森將繼續被看押在監獄中。
事實上，章瑩穎案審判日期已被多次延遲。章
瑩穎的父親章榮高2月曾對美方的決定表示不
滿，稱不能理解「極其殘忍的嫌犯」為什麼可以
被推遲審判。章瑩穎的家人希望能在2019年4月
返回美國，參加對克里斯滕森的審判。
在章瑩穎失蹤滿周年之際，伊利諾伊大學香檳

分校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簡稱聯合會）也已宣
佈將為其舉辦「章瑩穎事件一周年——為瑩穎祈
福」活動。祈福活動時長約為1小時，地點為香
檳分校校中心，活動現場將會播放章瑩穎朋友製
作的紀念影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國家應急管理部近日發佈數據顯示，
今年1-5月份全國各類生產安全事故
同比分別下降9.0%和7.4%，其中，
較大事故分別下降10.3%和7.4%。重
特大事故6宗、死亡53人，同比減少
8 宗、132 人，分別下降 57.1%和
71.4%。
全國大部分行業領域安全生產形勢
穩定。1-5月份，金屬非金屬礦山、化
工、煙花爆竹、道路運輸、鐵路運
輸、農業機械等行業領域事故宗數和
死亡人數同比「雙下降」，鐵路運
輸、農業機械未發生較大以上事故。
區域安全生產水平整體上升。全國

32個省級統計單位中，30個單位事故
宗數和死亡人數同比「雙下降」，佔
93.8%；21個單位未發生較大事故或
較大事故同比下降，佔 65.6%；河
北、山西、內蒙古等26個單位未發生
重特大事故，佔81.3%。

責任不落實是主因
但是，全國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
峻，尤其是進入 5月份以來，全國
較大事故環比上升，其中煤礦、金
屬非金屬礦山、工貿行業、道路運
輸、水上運輸較大事故均環比上
升。水上運輸事故總量、較大事
故、重大事故均同比上升；化工較

大事故宗數、死亡人數同比「雙上
升」；煤礦事故總宗數、較大事故
宗數同比上升。
應急管理部根據今年以來調查認定

的事故分析，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是
造成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表現在四
個方面：違章指揮、違章操作、違反
勞動紀律等習慣性違章仍是引發事故
的主要原因，居第一位；因教育培訓
不夠、缺乏安全操作技能引發的事故
居第二位；由於技術設計、設備設施
與工具附件、安全設施有缺陷造成的
事故居第三位；沒有安全操作規程或
規程不健全、個人防護用品缺失導致
的事故也佔較大比例。

汛期不利因素增多
應急管理部要求，各地要切實抓好

當前安全生產各項工作，有效防範遏
制重特大事故。進入夏季，化工、交
通運輸、消防、建築施工等行業領域
進入事故多發易發期，要結合行業領域
特點及當前實際，切實加強礦山、危化
品、道路交通「兩客一危」、涉爆粉
塵、建築施工、電氣火災等行業領域安
全專項治理。另外，當前各地已陸續進
入汛期，影響安全生產的不利因素增
多，引發生產安全事故的風險加大，要
進一步加強汛期安全生產工作，嚴防自
然災害引發生產安全事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
昨日上午9時，隨着南海航海保障
中心廣州通信中心首條英文版南
海海況預報報文發出，南海海域
首次實現中英文海況預報。
南海是海上重要的國際航區，

是船舶航行頻繁和密集的海域。
據悉，南海海況預報（英文版）
是中國交通運輸部南海航海保障
中心廣州通信中心（以下簡稱
「廣州通信中心」）和中國國家

海洋局南海預報中心（以下簡稱
「南海預報中心」）聯合，為更
好地履行國際公約，維護中國海
洋權益，提升中國在南海地區海
上搜救等公共服務能力而採取的
又一有力舉措，將使航經南海的
船舶獲得精準海況安全信息，保
障船舶航行和生命財產安全。
當日，南海預報中心與廣州通

信中心在廣州海岸電台舉行了
「南海海況預報（英文版）播發

啟動暨簽約儀式」暨「南海海況
預報（英文版）首播儀式」。南
海海況預報（英文版）播發啟動
後，自今年6月8日9時開始，將
於每天9時-9時10分、21時-21
時 10分兩個時間段以奈伏泰斯
（NAVTEX）/4209.5KHz頻率，
重複播發南海海況預報（英文
版），海況預報覆蓋範圍約500海
里，有效覆蓋中國西沙、中沙和
黃岩島海域。

官方約談數網站促清涉色情低俗內容 川航英雄機長獲500萬獎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近期部分網民舉報的一些網絡平台上
出現借 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中文直譯「自發
性知覺經絡反應」，別稱「耳音」）
名義傳播低俗、色情內容問題，昨
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約談了
網易雲音樂、百度網盤、B站、貓耳
FM、蜻蜓FM等多家網站的負責人，
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問題
的ASMR內容，加強對相關內容的監
管和審核。
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指出，經
監管部門核實，多個網絡平台上存在
以ASMR形式傳播低俗甚至淫穢色情
內容的問題。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
部分平台審核鬆懈，使得相當數量的
具有強烈性暗示的音視頻、圖片打着

ASMR幌子傳播低俗甚至淫穢色情內
容。中國法律法規對淫穢色情聲訊的
認定有着明確規定，對於定性為淫穢
的聲訊，依法可追究平台的行政責
任，問題嚴重涉嫌刑事犯罪的，追究
其刑事責任。
該辦強調，ASMR內容存在的問題，

將納入「淨網2018」專項行動進行嚴厲
整治。ASMR受眾群體很大一部分是青
少年，各互聯網企業要切實履行主體責
任，加大清理和整改力度，嚴格內容審
核機制，建立未成年人保護體系，過濾
有可能對未成年人造成傷害的內容。
同時，執法部門將大力查辦典型案
件，追究違法違規者責任。各企業清
理涉色情低俗ASMR情況要及時在平
台公示，形成政府、企業聯手打擊不
良內容的合力和聲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廣網
報道，昨日下午，中國民用
航空局、四川省舉行表彰大
會，表彰成功處置3U8633
航班險情的川航機組及相關
部門的單位和個人。
2018 年 5月 14日，川航

3U8633航班在從重慶飛往
拉薩途中，在 9,800 米高
空，駕駛艙右側風擋玻璃破
損脫落，機組成功處置航班險情，
於成都雙流機場安全迫降，確保了
機上119名乘客的安全。
中國民用航空局和四川省決定，

授予川航3U8633航班「中國民航
英雄機組」稱號，授予機長劉傳健
「中國民航英雄機長」稱號，享受
省級勞動模範待遇。中國民用航空

局和四川省還給予機長劉傳健500
萬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
612萬元）獎勵，給予第二機長梁
鵬200萬元（約合港幣245萬元）
獎勵，給予副駕駛100萬元（約合
港幣122萬元）獎勵，給予其他6
名機組人員100萬元（約合港幣
122萬元）獎勵。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訪問學者章瑩穎失蹤，今日
即滿一周年。 網上圖片

■昨日上午9時，南海海域首次實現中英文海況預
報。 中新社

■昨日，川航機長劉傳健（右四）被授予
「中國民航英雄機長」稱號。 中新社

■受台風「艾雲尼」影響，廣州市區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圖為昨日廣州天河區員村二橫路，一名老人使用木棍探明積水路段的路況。 中新社

■■雲浮山體滑坡致雲浮山體滑坡致
55死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