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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今年登陸中國最強的颱風為今年登陸中國最強的颱風，，華南地區將遭遇狂風暴華南地區將遭遇狂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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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做好預防措施和物資儲備前做好預防措施和物資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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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上月底深圳受強降雨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恢
復。如今雙颱風接連來襲，對深圳考驗不
小。目前多個部門已啟動相關預案，對危破
房人員轉移提前部署動員，排查危險邊坡和
易澇點，要求所有漁船全部回港避風。為了
防止颱風期間面臨斷水、斷電、斷糧的尷尬
局面，許多市民都積極備足「糧草」應急。

部分車票停售 超市貨架掃光
受「山竹」影響，廣鐵集團暫停發售9月
17至18日（周一至周二）廣深港及杭深高
鐵、廣深及廣珠城際所有本線列車以及粵湘
兩地始發部分列車車票，部分航班也取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家樂福、人人樂等超市看
到，生鮮區貨架上的肉、菜、蛋等基本賣光，

紅蘿蔔、番茄、洋葱等一些較能儲存且平時不
太搶手的蔬菜也被一掃而光，臘味、魚乾、火
腿腸、豆腐乳、辣椒醬都成了熱賣商品。此
外，不少市民表示，颱風來臨之前就會將車輛
停在安全地方，避免被大樹砸到。

逾500人巡查 管網清淤除險
鹽田區全區近兩日出動了500餘巡查人員，
全面排查風險隱患點，發現問題即採應急措
施。目前轄區11座水庫均在汛限水位以下運
行。相關部門對全區18條河道、101處重要防
洪設施、排水管網、雨水篦子開展排查除險和
清淤，特別是針對前期持續強降雨造成的管網
淤積進行了排查清疏，並對全區42處危險邊
坡、17個擋牆、41處低窪易澇點、93處地下空
間進行全面排查，做好警示隔離預案。

深圳排查易澇點
部署轉移危房戶

今年的颱風似乎
特別喜歡扎堆，7
月下旬到 8 月中

旬，「安比」、「雲雀」、「摩羯」和
「溫比亞」4個颱風接連襲擊中國華東
地區；隨後「蘇力」、「西馬侖」和
「飛燕」連續3個颱風路徑又是北上登
陸日本或韓國。現在，又有兩個颱風將
相繼登陸中國華南地區，這是怎麼回
事？
對此，中國氣象局颱風與海洋氣象預

報中心高級工程師錢奇峰解釋，颱風的
移動路徑主要受大尺度環流引導，大尺度
環流調整具有階段性，因此其在一段時間
內是相對穩定的，這也能解釋為何颱風的
移動路徑在一段時間內比較相似。

今年7月下旬到8月中旬，影響中國的副熱
帶高壓持續偏北，所以颱風移動路徑也相對偏
北，因此接連有4個颱風登陸江浙滬地區；隨
後副熱帶高壓東退，受副熱帶高壓西南氣流影
響，3個颱風相繼北上；最近，副熱帶高壓又
西伸南壓，受其南側氣流引導，兩個颱風移動
路徑都以偏西方向為主，主要影響華南地區。

■《人民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據台灣中央社報道，
台灣氣象局對強颱風「山竹」發佈海
上颱風警報，台灣經濟部門也在海警
發佈同時，啟動風災二級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開設，加強戒備以防患未然。
台灣水利部門表示，已責成各所

屬單位再次檢視地方政府抽水站狀

態、閘門控制情形、疏濬作業、滯洪池、
水庫預留滯洪空間、防汛備料及抽水
機預佈，完成水利建造物復建工程、在
建工程、防汛缺口及各項資通訊系統
的整備與檢測。另外，全台大型移動
式抽水機總數1,149部，已預佈1,084
部由地方政府使用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
社報道，台灣對外事務主管部
門昨天證實，「駐大阪辦事處
處長」蘇啟誠昨天清晨於大阪
「官邸」自殺。
日本關西機場日前受颱風

「飛燕」重創一度關閉，中國
大陸駐大阪總領事館安排接駁
大巴送出逾千中國旅客，包括
港澳台同胞。許多台灣旅客受
困，台「駐大阪辦事處」遭抱
怨未提供妥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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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超強颱風「山竹」即將登陸帶來的災害影響，昨日下
午，廣東省三防辦、省氣象局、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省

水文局等部門舉行颱風「山竹」聯合新聞發佈會。現場公佈的
「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模擬颱風走向路徑圖顯示，「山竹」
將於16日夜間在廣東西部或海南東部沿海地區登陸，較大可能
直擊粵西沿海。國家海洋局發「雙紅色預警」，中央氣象台將
颱風預警級別提升至橙色，維持防風III級應急響應，廣東各顯
示均已提前準備防汛搶險物資。

粵內陸或現小龍捲風
廣東省氣象台首席預報員林良勳介紹，受今年第22號颱風

「山竹」嚴重影響，16日至17日，粵西市縣有大暴雨、部分市
縣有特大暴雨，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市縣有暴雨到大暴雨，粵東
市縣有暴雨，其餘市縣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颱風影響期間，
粵西沿海市縣夜間最大風力可達15級。
廣東省氣象局首席預報員伍志方強調，此次颱風暴潮影響主
要在深圳以西，特別是台山以西岸段低標準海堤防護區。她還
提醒，除了沿海地區，廣東的內陸地區有可能出現小渦旋、小
龍捲以及10級以上大風。

雙颱風疊加效應明顯
「目前來看，『山竹』的登陸路徑相對穩定，不會有太大變
化。」張玲提醒，由於「山竹」登陸時強度強，帶來強風暴雨的
影響區域與颱風「百里嘉」重疊，災害疊加效應明顯，台灣、香
港、澳門、廣東、海南、廣西、雲南等地需做好颱風防禦工作；
此外，當地居民和需要前往上述地區的公眾也應密切關注「山
竹」動向，作好防備颱風的各項措施，合理安排出行計劃。
有了颱風「天鴿」的前車之鑒，此次超強颱風來襲前夕，廣東

各地民眾都顯得更加重視，提前做好了預防措施和物資儲備。
昨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廣州市一商品房小區的門前超
市看到，下班後的民眾紛紛在超市購買蔬果、飲用水等日用食
品。蔬菜生鮮超市「錢大媽」的店長李曉表示，店內的菜品一
般都是當天賣完，但昨日下午已被搶售過半，比平時銷售速度
明顯要快。她還表示，為應對颱風，第二天進貨量將會比平時
稍微增加。在該小區的電梯內，物業於兩天前已貼出預防颱風
的通告，提醒民眾注意關好門窗，避免陽台堆放花盆等雜物。
這也是該小區今年首次針對颱風災害貼出警示。
相比受颱風影響往往較小的廣州，位於颱風登陸「前線」的

湛江民眾則顯得更加緊張，有網友發帖表示，在湛江的不少超
市，飲用水、即食麵等日用品早已搶售一空。

海南指威力不及「威馬遜」
海南全省總計已有23,704艘漁船安全進港避風。由於海南群
眾對2014年7月颱風「威馬遜」造成的災害記憶深刻，坊間瀰
漫着緊張情緒。海南省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郝清麗表示，「山
竹」的威力不及「威馬遜」，海南市民不用過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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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漁船昨日回大批漁船昨日回
到海南三亞崖州中到海南三亞崖州中
心漁港避風心漁港避風。。新華社新華社

台灣啟動災害應變小組 早前捱批救災不力
台「駐大阪處長」自殺亡

今年西太平洋最強颱風「山竹」逼近本
港，天文台指明日掛八號風球的機會相當
高，是否掛更高風球則要視乎情況。面對
超強颱風，特區政府昨日罕有出動天文
台、渠務署、樹木辦、路政署等16名官員
交代應對部署，更首次對位處低窪地區的
居民發出撤離呼籲。雖然「山竹」的移動
路徑較早前預測偏南，離開本港較遠，但
環流對本港影響仍非常巨大，政府部門既
要嚴陣以待、積極防範，廣大市民亦須有
備而來，各種防禦措施寧緊勿鬆，務求將
風災傷害減至最低。

按照現時路徑推算，超強颱風「山竹」
不會正面襲港，將在南中國海北部掠過後
於廣東湛江登陸。雖然如此，專家估計，
作為今年「最具破壞力的風暴」，「山
竹」的強度較去年的十號風球「天鴿」更
高，預測會為本港帶來最強級別的風力，
不可掉以輕心。

特區政府對防範「山竹」吹襲高度重
視。特首林鄭月娥指示，動員一切所需的
人力物力，減低「山竹」損害。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表示，會作最壞打算。從昨日政
府的跨部門記者會看來，各個部門都未雨
綢繆展開防禦工作，全面提升警戒級別。
例如正常在八號風球才啟動的緊急事故監
察及支援中心，此次會提早在三號風球期
間啟動；48間臨時庇護中心也會提早開
放。這些特別安排，反映當局的防禦措施
做到寧多勿少、充足準備，將市民的生命
財產安全放在首位。

雖然預料狂風暴雨明天才吹襲本港，但
市面所見，市民均全面着手佈置防風準
備。昨日傍晚下班後，不少超市出現搶購
潮，市民多購蔬菜、凍肉，適當增加食品
以作應對。除了做足個人和家庭的準備功
夫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市民在打風期
間，聽從政府的安排。政府今次罕有地呼
籲低窪地區居民撤離，又安排旅遊巴接載
大澳棚屋居民到臨時庇護中心暫住，以免
臨海居民受風暴潮所傷，措施合理且必
要。希望有關居民理解政府措施，充分配
合，有序撤離。

對絕大部分市民而言，打風期間最好的
選擇，就是安坐家中。畢竟本港市區招牌
林立，亦有不少樹木，這些都是打風期間
的安全隱患。去年「天鴿」襲港期間，就
有692宗塌樹，導致多人受傷。因此，如
無必要，市民千萬不要外出。就算真的要
外出，則要做足安全措施。

每年颱風期間，都有一班「追風客」，
置自己於危險之中。政府已呼籲公眾，切
勿低估「山竹」的威力，不應追風逐浪。
消防、救護等部門在颱風期間的救援壓力
本來就十分繁重，執行拯救任務冒着極大
風險。市民切勿不聽政府警告，貪一時之
快，增加自己和拯救人員的危險。

隨着全球氣候轉變，近年極端天氣有增
多趨勢，對政府的應對能力以及市民的防
禦意識提出愈來愈高的要求。政府和市民
必須群策群力，共同打好應對超強颱風的
仗。

防風措施寧緊勿鬆 將「山竹」損害降至最低
保安局擬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當局三度延長「民族黨」的申述期，限期於昨日下
午5時屆滿。「民族黨」於昨晚8時多始提交申述書，
更要求保安局再給予14天時間讓其補充申述。「民族
黨」播「獨」證據確鑿，保安局尊重程序公義，已給予
充足時間申訴，不能任其再玩「拖字訣」。政府不僅應
立即取締「民族黨」，以示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反「港
獨」，還要積極考慮追究陳浩天鼓吹「港獨」的刑責，
更有效徹底遏止「港獨」氾濫。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7月17日公佈，考慮禁止「民族
黨」運作，並給予三星期時間，限「民族黨」在8月7
日前作書面申述。後來局方應「民族黨」要求，三次將
申述期押後，顯示政府重視程序公義，給予「民族黨」
充分的機會申辯。昨日是第三次延期屆滿，「民族黨」
一直未有動作，限期結束才逾時提交申述書，還要求給
予14天讓他們補充申述。顯示其根本無意認真申述，
只求一拖再拖。

其實，陳浩天近日接受訪問，已露出「打定輸數」的
「馬腳」。他聲稱，對於保安局最終會作何決定將「坦
言接受，現已經毫無懸念」，並形容「這是一個政治問
題，而不是法律問題」；又指即使在限期之前提交任何
文件，都只會被扔進垃圾筒。

陳浩天在申訴期，仍到香港記者會向外國傳媒宣
「獨」，更公然去信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美國國務院，
乞求美國制裁香港和中國內地。可見，陳浩天播
「獨」只為個人出風頭，成為繼黃之鋒、戴耀廷之
後，又一受國際傳媒關注的「香港政治人物」。至於
「民族黨」下場如何，他根本不在乎。若陳浩天有心
挽救「民族黨」，會在申述期肆無忌憚鼓吹「港
獨」，留下更多煽動證據？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逾
時申請均屬無效，陳浩天若緊張「民族黨」，會在限

期結束後，才逾時提出申述？
政府對「民族黨」已「仁至義盡」。必須毫不猶豫地

宣佈禁止其運作，不容陳浩天再利用「民族黨」的平台
鼓吹「港獨」、誤導公眾、荼毒年輕人。

「港獨」違憲違法，要遏止「港獨」言行蔓延惡化，
單單禁止「港獨」組織運作並不足夠，組織歸根到底靠
人來操縱，依法打擊「港獨」必須針對涉事者的言行。
《社團條例》第19條訂明，任何人當或自稱當非法社
團幹事，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3年。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較早前在北京明確指出，陳浩天和
「民族黨」已干犯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
指出「民族黨」明目張膽宣揚「港獨」，招募成員和募
集資金，陳浩天亦曾說要拿起武器「保衛」香港，事實
說明「民族黨」和陳浩天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行
動」地從事意圖分裂國家活動，違反基本法和香港刑事
法例，包括煽動罪。

即使「民族黨」被依法取締，作為「民族黨」最主要
負責人的陳浩天，如果不需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相信他
鼓吹「港獨」不會從此偃旗息鼓，反而可能在未來鼓吹
「港獨」時更有恃無恐，給國家安全、香港繁榮穩定埋
下重大隱患。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來港視察發表重要講話，對「港
獨」行為清楚列出三條不可逾越的底線：「任何危害國
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區基本法、利用香
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
是絕不允許的。」中央和特區政府、香港市民對「港
獨」零容忍、零空間。對於鼓吹「港獨」的組織，特區
政府固然要依法取締；對陳浩天之流的「港獨」馬前
卒，特區政府更應引用《社團條例》、《刑事罪行條
例》提出檢控，打擊「港獨」囂張氣焰，形成震懾效
果，以儆效尤。

立即取締「民族黨」不能放過陳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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