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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萬戶停電 22 人傷 600 航班取消

颱風「潭美」昨日吹襲日本沖繩，帶來狂風
暴雨，造成最少 22 人受傷、逾 19 萬戶停電，
沖繩那霸機場需關閉客運大樓，至少 600 班

「潭美」癱瘓沖繩

航班取消，更有居民目睹龍捲風。「潭美」今
日直撲本州，氣象廳警告，「潭美」移動路徑
幾乎覆蓋日本全境，月初颱風「飛燕」吹襲
時嚴重水浸的關西國際機場不敢怠慢，宣佈
今日起關閉兩條跑道直至明日早上，多班香
港往返日本的航班需取消或延遲。
8 時集結於那霸以北約 160 公里，以
「潭美」昨晚
時速 25 公里向東北偏北移動，中心附近最高持

4 港旅團取消
國泰快運航班延誤

續風力達每小時 162 公里，最高陣風風速更達 216 公
里，預計今日清晨掠過奄美大島後，將加速從日本西南
部移向東北一帶。
氣象廳警告，「潭美」登陸前將大致維持強度，其移
動路徑以東的地區風力將較大，預料部分地點或會錄得
破紀錄風速，東京灣、大阪灣和伊勢灣均可能出現風暴
潮，呼籲公眾今日日落前盡快到安全地方暫避，風暴期
間切勿外出。另外，由於「潭美」前緣的大氣不穩定，
預料日本多處均會有暴雨。

災害或超過「飛燕」
「潭美」
在沖繩造成災情，不少樹木被連根拔起，那霸市
多條道路被倒塌樹木阻塞，交通癱瘓，部分建築物外牆被
吹塌。沖繩災害管理部門官員稱，所有傷者均無生命危
險，警告強風暴雨可能引發更大災情，受傷人數或會繼續
攀升。在邊野古美軍新基地地盤，大浪更淹過防波堤。
關西地區早前遭
「飛燕」
蹂躪，現時再面對
「潭美」
來勢
洶洶，西日本鐵路公司(JR 西日本)昨日表示，大阪地區
的新幹線及其他列車服務今日或暫停，京都市的觀光船
周末暫停營運，日本各地多個節慶活動亦宣佈取消。
日本氣象廳昨日稱，「潭美」的災害可能超過「飛
燕」，呼籲民眾做好防災避難準備。
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發佈公告，提醒中國公民密切關注
氣象預警信息，避免前往高危地區，並提前做好防災準備
及各項應對措施。如遇緊急情況，可第一時間聯絡大阪總
領事館或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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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機場急堆沙包防水浸重演

沖繩知事補選受影響
另外，日本沖繩縣前知事翁長雄志早前病逝，原定今
日舉行新知事選舉，由於颱風「潭美」殺到，許多選民
決定昨日提早到票站投票，但因當地出現狂風暴雨，縣
內 40 個地區中，有過半數的 24 個地區需關閉票站，平
安座島、伊計島、瀨底島等多個離島則趕在風暴來襲
前，提前舉行投票。今次選舉共有 5 人角逐，但基本上
呈單打獨鬥局面，獲首相安倍晉三支持的宜野灣市前市
長佐喜真淳，對決反對美軍基地在島內搬遷的前自由黨
眾議員玉城丹尼。
■綜合報道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表示，最少 38
個本港旅行團在本州，部分人返港行程受影響，
4個原定昨日和今日出發的旅行團已取消。
陳張樂怡稱，原定今明兩天由大阪返港的6個
旅行團約130人，行程將受影響。原定昨日和今
日返港的兩個沖繩旅行團，需延遲返港。東瀛遊
表示，原定昨日前往沖繩及今日往大阪的3個
旅行團取消出發，已即時安排受影響乘客轉
團、保留團費半年或免手續費退團。
受颱風影響，國泰航空昨日宣佈，
香港部分往來大阪及沖繩的航班已
取消或延誤，正密切監察
「潭美」
可能
對往來日本航班造成的進一步影響，本月
27 日或以前發出、於 29 日至 30 日涉及福岡、名
古屋、沖繩、大阪及東京的已確認機票，將豁免重新
訂位、更改航點及取消行程的費用。香港快運昨日宣
佈，今日 12 班往來熊本、高松、名古屋、福岡、大阪
的航班延至明日起飛，並有 10 班今明兩日往來鹿兒
島、東京、大阪的航班取消。
■綜合報道

■關西國際機場人員在機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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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潭美」來勢洶洶，本月初颱風「飛
燕」吹襲時遭水淹的關西國際機場，昨日忙
於在機場人工島周邊堆放沙包，防止水浸重
演。
關西機場公司表示，沙包集中放置於月初
水浸的第一客運大樓南側，防止地下電源等
設備水浸，客運大樓入口大門亦放置隔水
板。「飛燕」肆虐期間，關西國際機場一度
完全關閉，造成 8,000 名旅客及工作人員被

垃圾未妥處 農村難宜居
八成村莊生活污水未處理 農業農村部：將開展人居環境整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以下簡稱《規劃》）日前正式公佈。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余欣
榮昨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說，全國還有近 25%農村的村生活垃圾沒有
得到收集和處理，使用無害化衛生廁所的農戶比例不到一半，80%的
村莊生活污水沒有得到處理，約三分之一的行政村村內道路沒有實現
硬化，影響了農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他表示，農村人居環境整
治工作是實現鄉村振興的第一場硬仗。

「這些年來，農村人居環境保護建設
有了比較大的進步，但是與城市

相比還是明顯落後的。」余欣榮表示，
規劃提出以建設美麗宜居村莊為導向，
以農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
為主攻方向，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
動；制定了農村垃圾治理、農村生活污
水治理、廁所革命、鄉村綠化、鄉村水
環境治理和宜居宜業美麗鄉村建設等六
個重大行動。
余欣榮說，下一步，中央農辦、農業農
村部將與有關部門一道，堅決打贏實施鄉
村振興戰略的第一場硬仗。

《規劃》同時提出要加快補齊農村民生
短板。

補齊民生短板 縮小城鄉差距
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在答記者問
時表示，《規劃》主要從三方面進一步保
障和改善農村民生。
一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張勇透
露，隨着國家對鄉村建設投入的加大，中
國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城鄉間地
域差距逐漸縮小，部分企業開始向農村發
展，但農村發展仍然存在短板，需要不斷
持續加大投入，改善交通、物流、水利、

■ 近 25
25%
%農村的生活垃圾未得到
妥處，影響居民居住環境
妥處，
影響居民居住環境。
。圖為在
浙江杭州上東村，
浙江杭州上東村
，工作人員收集村
民生活垃圾。
民生活垃圾
。
資料圖片
能源、信息等基礎設施條件。
二是加快提升農村勞動力就業質量。張
勇表示，隨着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
農村人才不斷集聚、農村面貌不斷改善，
鄉村產業興旺指日可待。
三是增加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張勇
指出，要把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放在農

村。過去城裡人有社保、醫保，農村沒
有。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隨着
「三農」投入的不斷加大，公共教育、醫
療衛生、社會保障、養老服務等資源不斷
向農村傾斜，城鄉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
小，這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目
標。

港台涉黑毒梟跨境販毒 粵警拘 29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在警方強力打擊之下，廣東省內販毒
活動趨於萎縮，港台毒梟卻企圖乘機做
大，槍毒合流之勢明顯。香港文匯報記者

■ 警方繳獲的製毒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昨日從廣東省公安廳獲悉，廣東警方部署
圍剿槍毒合流的毒品犯罪，重點打擊港台
涉黑毒梟幕後操縱大宗跨境販毒網絡。截
至目前，已抓獲港籍涉黑疑犯 26 人，台
灣籍 3 人。警方介紹，偵破的涉港台跨境
毒品犯罪中，港台毒梟在全省落網涉毒人
員佔比不大，但繳獲的毒品卻多達 3.52
噸，佔今年以來廣東警方繳獲毒品總量的
四成以上。廣東省公安廳禁毒局負責人表
示，對於港台毒梟滲透廣東的行為，警方
絕不手軟，不僅在省內圍剿，還將跨境合
作，果斷「打出去」。

省內毒情萎縮 境外勢力抬頭
據廣東省公安廳禁毒局局長翟凱夏介

紹，經過系列嚴打，廣東製販毒嚴峻形勢
得到一定遏制。今年前 8 個月，廣東搗毀
製毒工場 6 個，佔全國比例為 7.5%。而在
以往，廣東搗毀的製毒工場數量，佔據全
國的 60%以上。外省毒品案件線索指向廣
東的數量，亦同比下降六成以上。
然而，在省內毒情萎縮同時，港台毒梟
卻有抬頭之勢。珠三角特別是深圳，依然
是港台毒梟活躍的重點地區。
據了解，繼近期偵破香港黑社會組織
「三合會」成員主導的特大跨境販賣可卡
因案後，深圳警方又搗毀香港「和勝和」
成員參與的涉黑涉槍販賣毒品案。
據深圳市公安局禁毒支隊支隊長鄧廣生
介紹，今年 6 月，警方發現有團夥從境外

購進毒品，運輸至深圳後於福田、光明等
區進行分銷。7月28日17時許，專案組在
福田某商場附近抓獲正在進行毒品交易的
吳某明、王某旭、黃嘉某、鄭某珊（女）
等 4 名疑犯，在現場和疑犯家中共繳獲疑
似毒品冰毒 512 克。經查證，4 名疑犯均
為香港人，其中，王某旭具有「和勝和」
黑社會社團背景。第一波收網後，警方對
另一名高度危險成員黃智某實施抓捕，並
在現場繳獲「六四」手槍 2 把、子彈 5
發，及疑似毒品冰毒500餘克。
據翟凱夏介紹，今年前 8 月，廣東共偵
破涉黑毒品犯罪案件 35 宗，抓獲犯罪疑
犯 66 人，其中，港台毒梟主導的接近半
數，港籍毒梟26名。

困，有見及此，機場特別補充大量應急食品
和飲用水，以應付可能滯留的旅客，並增派
懂韓文及中文的工作人員當值，又增設廣播
喇叭協助發出通知。
為協助外國旅客獲取風災最新消息，廣島
縣及大阪府的官方網站，均以英文、中文及
韓文等語言發出通知，西日本鐵路公司(JR西
日本)亦在官網增加外語專頁，公佈鐵路服務
延遲及取消的消息。
■綜合報道

非洲豬瘟疫情撲滅
遼瀋封鎖區域解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中國
農業農村部透露，接到遼寧省畜牧獸醫部門報
告，經評估驗收合格，遼寧瀋陽非洲豬瘟疫區
已解除封鎖。
8 月 3 日，農業農村部發佈疫情信息，遼寧
省瀋陽市瀋北新區發生一宗非洲豬瘟疫情。這
是中國首次發生非洲豬瘟疫情。非洲豬瘟疫情
發生後，當地按照《非洲豬瘟疫情應急預案》
和《非洲豬瘟防控技術規範》要求，採取了封
鎖、撲殺、消毒、無害化處理等疫情處置措
施。
根據通報，疫區內應撲殺生豬撲殺完成後，
經 6 周連續監測排查，疫區內未發現新病例和
監測陽性。經當地畜牧獸醫部門對疫區檢測，
對疫情撲滅情況進行驗收，符合關於疫區解除
封鎖的規定，該宗非洲豬瘟疫情已被撲滅。當
地政府發佈解除封鎖令對疫區解除封鎖。
農業農村部要求當地畜牧獸醫部門繼續加強
疫情監測排查，採取積極防控措施，防止非洲
豬瘟疫情再次發生。

「中國光彩事業」走進怒江
288億投資助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據悉，「中國光彩事業怒江行」活動（以下
簡稱「怒江行」）將於下月 11 日至 12 日在雲
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市六庫鎮舉行。
據了解，此次「怒江行」將以「匯聚民企智
慧力量、助力怒江精準脫貧」為主題，主要
開展消費扶貧、招商扶貧、公益扶貧、企業
幫扶等四項活動。怒江州此前已借助活動平
台先後在北上粵等地分別舉辦招商推介會。
截至目前，已簽約項目 40 個，協議投資總額
252.56 億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 288 億
元）。活動期間，還將有 10 個投資項目簽
約，協議投資總額達 31.9 億元。
「怒江行」的四項扶貧活動包括針對草
果、野生菌等優質特色農產品，採取「線
上+線下」雙平台和定向採購方式開展消費
扶貧；圍繞怒江州產業發展定位和經濟社會
發展需求策劃包裝 61 個招商引資項目，重點
圍繞旅遊文化產業、特色生態農業產業等 51
個項目開展招商扶貧；圍繞易地扶貧搬遷、
教育扶貧、健康扶貧開展公益捐贈，探索成
立扶貧發展投資基金進行公益扶貧；探索實
施「光彩事業企業幫扶計劃」，加快當地民
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助推產業發展，
帶動貧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