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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襲粵 陸空交通癱瘓
廣深線和諧號全線延誤 逾百航班取消 大批旅客滯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政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最高
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同志，因病於昨日4時58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81歲。

最高法原院長肖揚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據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昨日消息，中國政府推
薦申報的安徽九華山和山東沂蒙山地質公
園，近日入選世界地質公園。

中國總數增至39處冠全球
九華山和沂蒙山聯手入選世界地質公
園，是4月17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執行局第206次會議上正式批准
的。至此，中國世界地質公園總數升至39
處，居世界第一位。
此次會議批准中國、智利、克羅地亞、

厄瓜多爾、西班牙、挪威和秘魯7個國家的
8處地質遺產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
質公園網絡名錄，全球列入名錄的公園總數

上升至147個，分別來自41個國家和地區。
此外，會議上還通過了中國泰山、三清

山和伏牛山世界地質公園的擴園申請。

九華山沂蒙山入選世界地質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發現．養心殿——數字故宮
體驗展」巡展昨日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啟動，意在讓千里之外的觀眾也能身
臨其境「走進」養心殿，體驗「批

閱奏摺」、「鑒賞珍玩」、「親製御
膳」等，了解更多古建和文物背後的
故事。巡展計劃於三年內落戶多個城
市，首站將於本月底登陸上海陸家嘴
中心。

「數字養心殿」故宮巡展啟動

據廣東省氣象局消息，昨天上午廣州10區先
後發佈暴雨預警，其中三個區預警級別達紅

色。為應對雨情，廣東省重大氣象災害應急辦公
室啟動氣象災害（暴雨）Ⅲ級應急響應，廣州市
三防總指揮部上午11時40分啟動防暴雨Ｉ級應急
響應以及同步啟動交通系統防暴雨Ｉ級應急響
應。
昨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廣東全省有69個氣
象站錄得大暴雨，有584個站錄得暴雨。因受暴
雨影響，廣州市區各客運站採取停止售票、暫停
發班措施，同時為旅客提供退票、改簽服務。
此外，深圳也於當天上午發佈暴雨橙色預警，
廣深兩地民眾在暴雨來臨前紛紛在社交網絡發佈
「黑雲壓城」景象照片，在感嘆入夏第一場大暴
雨的同時，亦不忘幽默調侃「末日」再臨。

適逢復活節擁堵嚴重
由於此次強降水持續時間長，廣州等地降雨量
大，廣深線和諧號列車全線晚點。當日下午，在
廣州火車站廣場，電子大屏幕上的實時車次信息
顯示多趟深圳始發的動車出現不同程度晚點，最
長晚點預計超過22分鐘。
因復活節與周末重疊，廣深線客流較平常客流

高一些，加上車次時間變更影響，臨近下班高峰
期，廣州火車站出口到站民眾源源不斷，地鐵站
也出現較大面積擁堵現象。由於廣深線車流密度
大，同時也造成深圳站候車廳乘客滯留，深圳火
車站當日實施限流。
航空方面，截至發稿時，珠三角地區廣州白雲
機場、深圳寶安機場和珠海金灣機場部分航班延
誤。其中廣州受天氣影響最明顯，廣州白雲機場
已累積延誤進出港航班100餘架次，取消進出港
航班110餘架次，已進港備降航班19架次。深圳
航空取消航班32班，珠海機場小面積延誤，部分
航班受影響。
據了解，廣州強降雨後，部分老城區街道出現

水浸情況，廣州獵德河涌出現珠江水倒灌，江水
淹沒江邊步道。一些馬路也出現積水，車輛只能
涉水通行。對此，廣州昨日出動搶險人員1,137
名、搶險車240輛對中心城區佈防。
而同樣受到大暴雨影響，肇慶懷集多個路段遭

受水浸困擾，廣東省氣象局發佈消息稱，當地有
幼兒園門前路段出現水浸。
此外，廣東龍川縣出現雷暴、短時強降水等惡

劣天氣，全縣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多個鄉鎮出
現農田被淹、山體滑坡、道路損毀等災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粵北及珠三角地區多個市縣昨日遭

遇強降水天氣，其中廣州、深圳因暴雨

導致廣深和諧號全線延誤，機場逾百航

班被迫取消；截至下午5時，僅廣州白

雲機場共取消198個進出港航班，大批

旅客滯留，陸空交通癱瘓，兩市均發佈

暴雨預警。

吳伯：跟團去香港
旅遊，今天（19 日）
下午過關從深圳乘坐和
諧號到廣州，沒想到延
誤十幾分鐘，深圳火車
站候車室人很多，擁堵
嚴重。

劉先生：今天（19
日）從深圳乘C7132車
次動車到廣州朋友家過
周末，沒想到車站人很
多且遇到動車晚點。

方女士：平時住在
深圳和朋友一起到廣州
過周末，在深圳火車站
人很多，沒想到廣州地
鐵裡人也很多，乘坐的
動車有遇到晚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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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華山（左）、沂蒙山（右）。 國家林草局供圖

■■火車站信息顯示多趟深圳始發火車站信息顯示多趟深圳始發
車晚點車晚點。。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攝

■■廣州火車站地鐵站塞滿廣州火車站地鐵站塞滿
滯留的乘客滯留的乘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外賣配送外賣配送
員在暴雨中員在暴雨中
修 理 電 單修 理 電 單
車車。。中中新社新社

新疆赴澳門推介文化旅遊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副廳長
古麗．阿不力木在致辭中表示，澳門

是一個國際自由港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休
閒旅遊優勢明顯，與地處內陸的新疆在文化
旅遊資源、休閒旅遊管理經驗等方面形成重
要互補，交流合作潛力巨大，發展前景廣
闊。

借地區優勢吸引客源
她希望借助澳門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優
勢，吸引澳門地區的優勢資本助力新疆旅遊

產業發展，並通過澳門市場撬動第三方旅遊
客源市場，擴大新疆旅遊間接影響力。
據了解，此次新疆推介的旅遊招商項目包

括阿克蘇地區溫宿托木爾大峽谷創建國家5A
級景區項目、克拉瑪依市獨庫大本營旅遊開
發項目、昌吉市硫磺溝熱氣泉康養旅遊項
目、博州賽里木湖寶麗格木屋酒店建設項目
等。

深化兩地旅遊界互動
澳門旅遊局副局長程衛東表示，澳門是世

界旅遊休閒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版圖中
的亮點，而新疆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前
沿，相信雙方的合作定能結出碩果。
在招商推介會上，古麗．阿不力木還向澳

門中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頒授「新疆文化
旅遊（澳門）營銷中心」牌匾。據悉，除了
招商推介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遊
廳推廣團一行還將拜訪澳門旅遊企業、舉辦
雙方旅遊企業座談會，並為新疆旅遊澳門營
銷中心掛牌，進一步深化兩地旅遊業界的互
動。

■香港大數據交易所
有限公司擬建香港數
字港長沙服務中心，
圖為現場簽約儀式。

李昌鴻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長沙天心區（深圳）招商推介會暨
重大項目簽約儀式日前在深圳舉行，現
場長沙天心經開區等單位與啟迪網安、
北京金山雲、深圳市勘察測繪院有限公
司等大灣區重點企業簽約重大項目16
個，項目金額達110億元（人民幣，下
同），香港大數據交易所有限公司擬建
香港數字港長沙服務中心。
此次活動吸引了150多家大灣區重

點企業參加。啟迪網安實業有限公司
擬投資40億元與天心經開區合作成立
網絡安全人才與創新培訓中心，建設
長沙網絡安全總部基地；金山集團旗
下雲計算企業北京金山雲網絡技術有
限公司擬投資20億元與天心經開區合
作共建天心──金山雲科技園，成立
天心──金山雲聯合創新中心，並設
立天心──金山雲高科技產業專項引
導基金。

香港大數據擬建
香港數字港長沙服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盧
靜怡 廣州報道）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目前建築業已佔內地 GDP 的
25.9%，同時總增加值佔 GDP 的
6.7%。
「目前內地建築行業年營收突破20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2022
年增至近25.7萬億元。」香港文匯報
記 者 從 美 國 品 牌 建 築 展 會
SURFACES 廣州新聞發佈會上獲

悉，由全球會展業排名第一的展會主
辦公司新英富曼集團攜手中國五礦化
工進出口商會，將SURFACES全面
引入內地，將於今年12月在上海舉
辦「The SURFACES China 上海國
際地面牆面材料、鋪裝及設計展覽
會」。
據悉，SURFACES展的母展起源

於美國拉斯維加斯，是全球領先的品
牌建築展會。

美建築展SURFACES入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上
海諾基亞貝爾公司與易誠高科科技
昨天在諾基亞全球合作夥伴大會上
簽署合作協議，雙方聯合建立「移
動通信及蜂窩物聯網通用仿真開放
平台」，這也將是內地首個民營的
端到端無線產品及應用研發的5G＋
AI實驗開放平台，該平台將以5G
和人工智能技術研究與創新應用研
發為主要方向。

諾基亞夥內企研「5G＋AI」

■上海諾基亞貝爾公司與易誠高科科技
簽署合作協議。 張帆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作為

內地最具發展潛力的旅遊資源大區，新

疆雄偉奇峻的高山盆地、原始神奇的大

漠戈壁、婀娜多姿的河流湖泊、悠久豐

厚的絲路文化，以及濃郁多彩的民族風

情，一直令海內外遊客心生嚮往。日

前，以「新疆是個好地方」為主題的新

疆文化旅遊招商推介會在澳門舉行，新

疆特色的文化旅遊資源及歌舞表演現場

圈粉無數。不少澳門市民表示，新疆是

他們心馳神往的文化旅遊勝地，有機會

一定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沃爾瑪聯
合供應商日前在深圳發佈了生鮮可溯源戰
略，目前可溯源生鮮食品已從包裝蔬菜擴展

到鮮肉以及更多的海鮮商
品。沃爾瑪表示，計劃到
2020 年底前，「Marketside
沃集鮮」可溯源鮮肉將佔整
體包裝鮮肉銷售額的50%，
可溯源蔬菜將佔整體包裝蔬
菜銷售額的40%，可溯源海
鮮則將佔整體海鮮品類銷售
額的12.5%。未來，可溯源
生鮮商品還將拓展至蛋品及
水果等更多品類。

首發「Marketside沃集鮮」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沃爾瑪華南

地區率先推出的自有品牌「Marketside沃集
鮮」可溯源鮮肉，包括豬肉、牛肉、禽肉。
以牛肉為例，顧客只需要掃一掃包裝盒上的
二維碼，就可以看到商品的養殖、屠宰、分
割、加工等全程溯源信息，甚至還包括產地
檢疫證號、官方獸醫、養殖場負責人、瘦肉
精檢測項目及檢測結果等信息。
沃爾瑪中國大賣場採購部鮮食副總裁周偉東

透露，計劃到2020年底前，「Marketside沃
集鮮」可溯源鮮肉將佔到整體包裝鮮肉銷售額
的50%，並覆蓋到15個省的200多家門店；可
溯源蔬菜將佔到整體包裝蔬菜銷售額的40%；
可溯源海鮮將佔到整體海鮮品類銷售額的
12.5%。

沃爾瑪發佈生鮮可溯源戰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副廳長古麗·阿不力木接受媒體採訪。 受訪者供圖

■通過掃一
掃包裝上的
二維碼即可
獲得產品的
全程溯源信
息。
郭若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