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卡杜-2018」多國海軍聯合演習落幕，代表中國
海軍參演的黃山艦15日上午駛離澳大利亞達爾文港啟程
回國。這是中國首次應邀參加該聯合演習，黃山艦任務
指揮員蔣軍表示，此次演練有效增進了與各參演國海軍
的了解信任和友誼合作，充分展示了中國海軍官兵良好
的精神風貌，過硬的技能技巧和較高的職業素養。

■中新社
南開大學化學學院陳軍院士課題組利用廉價碳酸鈉和
碳納米管製備出無鈉預填裝「可呼吸」鈉-二氧化碳電
池。相關成果近日成為《研究》創刊號首篇發表文章。
「可呼吸」電池可衍生出可充鈉-二氧化碳電池，放電時
從外界獲取二氧化碳，充電時再放出二氧化碳，實現綠
色可持續發展。 ■中通社
成立55周年的菲律
賓僑中學院民樂團，
16日在菲律賓文化中
心大劇院舉辦慶祝母
校95周年華誕「弦歌
不斷絲竹悠揚」音樂
晚會，為菲華社會奉
獻一場中華民樂盛
宴。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指揮江賜良、來自上海的二胡
演奏家段皚皚，與僑中學院民樂團合作表演二胡協奏曲
《梁山伯與祝英台》。 ■中新社

港珠澳大橋安然
核電四基地無恙

挺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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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受重創粵受重創 國家國家ⅣⅣ級救災應急響應級救災應急響應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帥誠帥誠 黃仰鵬黃仰鵬））備受關注的港珠澳大橋備受關注的港珠澳大橋

1616日經受了超強颱風日經受了超強颱風「「山竹山竹」」的檢驗之後的檢驗之後，，顯示一切正常顯示一切正常。。

根據廣東省氣象局消息根據廣東省氣象局消息，，今年第今年第2222號颱風號颱風「「山竹山竹」（」（強強

颱風級颱風級））已於已於1616日日1717時在廣東台山海宴鎮登陸時在廣東台山海宴鎮登陸。。港珠港珠

澳大橋氣象監測系統顯示澳大橋氣象監測系統顯示，，當橋上測到瞬時最大風速每秒當橋上測到瞬時最大風速每秒5555米米（（1616級級），），索索

力力、、位移位移、、震動監測都在設計範圍內震動監測都在設計範圍內。。此外此外，，因提前採取一系列高標準抗因提前採取一系列高標準抗

颱風準備工作颱風準備工作，，中廣核在廣東台山中廣核在廣東台山、、陽江陽江、、大亞灣以及廣西防城港的四個大亞灣以及廣西防城港的四個

核電基地亦均未受到影響核電基地亦均未受到影響。。

港珠澳大橋公開的設計信息顯示，大
橋的設計使用壽命為120年，能抵

禦8級地震和16級颱風。而「山竹」15
日凌晨在菲律賓登陸時，其中心附近最
大風力達到17級以上（每秒65米），這
讓港珠澳大橋能否挺過「山竹」考驗而
備受外界關注。

83值守人員監測大橋
16日，在颱風登陸台山前的16時41
分，港珠澳大橋氣象監測系統顯示橋區
降雨類型為大暴雨，風速每秒40米（13
級）。當時，全線供配電系統高低壓運
行正常，各泵狀態正常。大橋監控信息
顯示大橋安全、正常，監控數據顯示橋
上測到瞬時最大風速每秒 55 米（16
級），索力、位移、震動監測都在設計
範圍內。
為防抗颱風「山竹」，從15日開始港

珠澳大橋管理局已啟動I級響應。港珠澳
大橋共有83名留守值守人員駐守在東人
工島、西人工島、收費樓、救援樓、養
護樓等，負責監控、養護、收費、救
援、路政、用電及排水等工作。其餘非
值守人員已於15日19時全部撤離至安全
場所。
為應對強颱風「山竹」，中廣核提前

採取一系列高標準抗颱風準備工作，其
在廣東台山、陽江、大亞灣以及廣西防
城港的四個核電基地均未受到影響。中
廣核負責人透露，「山竹」登陸後，中
廣核四大核電基地留守值班人員、18台
核電機組均保持安全狀態。

掠過台山站風速17級
據悉，10日至12日，中廣核四大核電

分別成立防抗超強颱風「山竹」專項小
組，制定防颱預案，統籌部署防颱工
作。「山竹」登陸廣東之前，中廣核四
大核電基地應急人員均已到位，各項防
颱準備工作均已就緒。
「山竹」掠過台山核電站時現場附近

實測最大風速每秒58.3米，陣風實測時
速達到17級，17時颱風登陸台山沿海，
台山核電安然無恙。台山核電曾經受
2008年「黑格比」、2017年「天鴿」等
颱風考驗，在日常工作中常態化演練防
颱應急工作，在防颱工作上經驗豐富。
此次防颱台山核電現場231名應急人員
嚴陣以待，穩妥應對了超強颱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央視新聞報道，據中國
國家應急管理部網站消息，17日8時，國家減災委、
應急管理部針對今年第22號強颱風「山竹」給廣東
省造成的嚴重影響，緊急啟動國家Ⅳ級救災應急響
應，應急管理部前期派出的工作組就地轉為國家救災
應急響應工作組，全力指導和協助地方開展應急救災
各項工作。應急管理部同日指，目前次生事故災害風
險仍然較高。
據廣東省民政廳報告，截至9月17日8時，「山
竹」颱風造成深圳、珠海、江門、湛江、陽江等14
個市緊急避險轉移和安置95.1萬人，4人因災死亡(廣
州3人因樹木倒壓所致，東莞1人因構築物倒塌所
致)。具體災情仍在進一步核查統計中。

據報道，初步統計，受此次颱風影響，廣東汕尾、
江門、潮州共有超過20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逾2
億元（人民幣，下同）。
災害發生後，廣東省減災委、省民政廳緊急啟動Ⅱ
級救災應急響應，地方各級財政已投入1,440萬元緊
急採購各類救災物資。

次生災害風險高
應急管理部17日上午召開會商研判視頻調度會指
出，雖然當前消防部隊警情平穩，但次生事故災害風
險仍然較高。雲南文山、普洱等災區震區甚至可能出
現災害二次疊加，發生山洪、泥石流和山體滑坡等次
生災害風險較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15
日，首屆中國．天泉湖天文論壇在江蘇盱
眙舉行。中國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
(FAST)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
台研究員李菂在論壇上表示，被譽為「中
國天眼」的FAST經過兩年的緊張調試工
作，現已實現了跟蹤、漂移掃描、運動中
掃描等多種觀測模式，數項關鍵指標超過
預期。截至目前，已發現了44顆被確認的
新脈衝星，有望明年下半年完成驗收並向
全國天文學家開放使用。

搜尋和發現射電脈衝星是FAST核心科
學目標。經過工作人員的精心調試，如今
「天眼」視力越來越好，脈衝星的批量發
現也隨之開始。
去年10月10日中科院國家天文台就曾
對外公佈，FAST首次發現脈衝星，當時
探測到數十顆優質脈衝星候選體，其中6
顆通過國際認證。近一年過去，如今新發
現脈衝星的數量又有突破。截至目前，
FAST已經探測到59顆優質的脈衝星候選
體，其中已經有44顆得到認證。

「「中國天眼中國天眼」」調試超預期調試超預期 有望明年驗收開放有望明年驗收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超級
颱風「山竹」日前襲擊菲律賓，強風暴
雨造成該國至少64人死亡，恐有數十人
被泥石流掩埋。菲總統杜特爾特16日乘
機從高空視察了菲北部卡加延省部分受
災地區。在隨後的新聞發佈會上，他向
受災群眾表示了慰問，政府正在全力救
災並將給予受災民眾充分支持。
據報道，「山竹」的陣風風速超過

每小時200公里，被認為是今年侵襲菲
律賓等地的最強颱風，等同大西洋地
區威力最強的5級「強烈颶風」。颶風
「佛羅倫斯」14日侵襲美國北卡羅來
納州時，最大持續風速約每小時150公
里，「山竹」的風力則更強。「山
竹」15日在菲律賓北部呂宋島東北角

登陸時，持續風速達每小時205公里，
陣風達每小時255公里。
菲律賓北部本格特省伊桐宮鎮鎮長

巴朗丹對媒體表示，伊桐宮鎮的攸卡
布村發生泥石流，恐怕有數十人受
困。
警察局長塔西奧說，攸卡布和伊桐

宮鎮另一個村莊的泥石流，造成34名
村民喪命，還有36人失蹤。
根據菲律賓全國警方資料，菲北部

至少64人因颱風引發的事件喪命，多
數是因為泥石流和房屋倒塌。另有45
人失蹤，33人受傷。
據菲政府統計，共有超過500萬菲律
賓居民因颱風受災，其中約13萬名居
民被迫轉移。

華擬夥「帶路」國設爭端解決組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貿促
會副會長盧鵬起17日在北京透露，貿促會等
機構正在籌劃聯合「一帶一路」參與國相關
機構，建立一個國際爭端預防與解決組織，
為中外當事人解決跨國糾紛提供新選擇。
盧鵬起在當天舉行的2018中國仲裁高峰

論壇上稱，該組織將是中立、獨立的非政府
國際組織，並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則。

盧鵬起表示，隨着「一帶一路」建設深入
推進，中國企業開拓沿線國家和地區市場步
伐加快，與國際貿易投資融合度也日益緊
密。在此情況下，需要通過仲裁機制這一國
際通行的法律途徑，積極回應企業解決經貿
投資爭議的需求。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程度加

深，涉外仲裁案件明顯增多，仲裁已成為解
決爭議的重要手段。據中方統計，2017年中

國貿易仲裁委員會涉案標的額719億元人民
幣，其中涉外案件標的額佔比超過一半，案
件當事人涉及60個國家和地區。
盧鵬起透露，今後還要利用互聯網技術提

升仲裁科技現代化水平，探索網上爭議解決
機制，為當事人解決爭議提供更加便捷、靈
活、高效的服務平台。此外，還將繼續促進
中國仲裁與國際仲裁融合發展，加強國際仲
裁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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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隨着大
數據時代到來，個人信息洩露的問題日漸
凸顯。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等12
家大數據企業17日在杭州簽署《個人信
息保護倡議書》，承諾保障用戶信息控制
權益，不使用「一攬子協議」的方式強迫
用戶打包授權對個人信息的收集。
12家大數據企業中包括電信、移動、
聯通三大運營商在浙分支機構，以及阿
里巴巴、杭州網易質雲科技、浙江核新
同花順網絡信息等互聯網企業。
倡議書提出，公開透明處理用戶信
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簡單直觀的方
式，向用戶明示個人信息處理目的、方
式、範圍、規則等。
同時，不使用「一攬子協議」的方式

強迫用戶打包授權對個人信息的收集，
為用戶提供個人信息申訴渠道、注銷賬
戶或關閉的途徑。建立可訪問、更正、
刪除其個人信息處理機制。
建立用戶信息安全屏障成為倡議書的
重要內容之一。12家大數據企業承諾，
遵照國家相關標準要求，採取充分有效
的安全技術和管理措施，防止個人信息
洩露、毀損、丟失。加大個人信息保護
技術的創新，加強網絡安全產品的研發
和應用。

颱風襲擊菲至少64人死

■■大亞灣核電值班人員正在檢查連接廠大亞灣核電值班人員正在檢查連接廠
房的貫穿件情況房的貫穿件情況。。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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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颱風中受傷的居民被救起一名在颱風中受傷的居民被救起。。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新華社報道，，中央氣象台中央氣象台
1717日發佈消息稱日發佈消息稱，「，「山竹山竹」」已從廣東進入廣已從廣東進入廣
西西，，且強度將逐漸減弱且強度將逐漸減弱。。截至截至1717日日33時時5050
分分，，廣西應對台風廣西應對台風「「山竹山竹」」避險轉移安置人員避險轉移安置人員
達達264264,,444444人人，，44市市1616個縣個縣（（區區、、市市））出現颱出現颱
風災害風災害，，災害造成受災人口災害造成受災人口66..0202萬人萬人，，玉玉
林林、、欽州部分鄉村停電欽州部分鄉村停電。。農作物受災面積農作物受災面積11..3131
千公頃千公頃。。
據南方電網廣西電網公司介紹據南方電網廣西電網公司介紹，，截至截至1717日日66

時時，，玉林市玉林市、、欽州市各有一個鄉鎮遭遇全停欽州市各有一個鄉鎮遭遇全停
電電，，目前已恢復供電目前已恢復供電；；玉林市共有玉林市共有214214個行政個行政
村停電村停電，，目前仍有目前仍有118118個未恢復個未恢復；；欽州市共有欽州市共有
4141個行政村停電個行政村停電，，目前仍有目前仍有1616個未恢復個未恢復。。

廣西廣西 6萬人受災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新華社報道，，澳門政府民防相澳門政府民防相
關部門於關部門於1616日晚召開會議日晚召開會議，，總結颱風期間的民防總結颱風期間的民防
工作工作，，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表示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表示，，強颱風強颱風「「山竹山竹」」
是繼去年是繼去年「「天鴿天鴿」」風災之後一次非常嚴重的自然風災之後一次非常嚴重的自然
災害災害，，懸掛十號風球達懸掛十號風球達 99小時小時，，是自是自 19681968 年以來年以來
最長的一次最長的一次。。但特區政府各部門及澳門市民但特區政府各部門及澳門市民，，經經

過一年的充分準備過一年的充分準備，，在應急機制在應急機制、、部門協調部門協調、、應應
對台風意識和能力對台風意識和能力，，以及信息的發放效率方面以及信息的發放效率方面，，
都有明顯進步都有明顯進步。。
在颱風期間民防行動中心一共接到在颱風期間民防行動中心一共接到1818名人員受名人員受
傷報告傷報告，，保安範疇保安範疇55個部門共撤離了個部門共撤離了55,,650650戶低窪戶低窪
地帶受內澇影響的住戶地帶受內澇影響的住戶。。

澳門澳門 汲取教訓 防災進步

■■「「中國天眼中國天眼」」模型亮相智博會模型亮相智博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海南海南 交通正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新社報道，「，「山竹山竹」」對對
海南影響減弱海南影響減弱，，海南鐵路海南鐵路、、航空航空、、瓊州海峽等瓊州海峽等
自自1717日凌晨陸續恢復通航日凌晨陸續恢復通航、、運行運行。。
海南鐵路公司從海南鐵路公司從1717日零時起恢復環島高鐵日零時起恢復環島高鐵
運行運行。。海口海事局發佈消息稱海口海事局發佈消息稱，，從從1717日日1515時時
起瓊州海峽抗風等級達起瓊州海峽抗風等級達88級的客滾船恢復通級的客滾船恢復通
航航，，海南進出島旅客列車也逐步恢復開行海南進出島旅客列車也逐步恢復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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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班 冏 途

17日早上，香港各處仍遍滿倒樹，滿目瘡痍。
交通癱瘓情況嚴重，有上班族要花上2小時上
班，大批市民擠滿月台及車站大堂。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颱風颱風「「山竹山竹」」為香港帶來的為香港帶來的
廣泛影響及破壞超過去年的廣泛影響及破壞超過去年的「「天鴿天鴿」，」，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1717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日會見傳媒時表示，，1616日有過萬名前線人員日有過萬名前線人員
協助應對協助應對「「山竹山竹」」吹襲吹襲，，香港可以形容為安然度過香港可以形容為安然度過。。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現時最大的問題是陸路交通受阻現時最大的問題是陸路交通受阻。。呼籲呼籲
僱主亦要以體恤及靈活態度僱主亦要以體恤及靈活態度，，處理僱員上班情況處理僱員上班情況。。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強颱風強颱風「「山竹山竹」」對香港造對香港造
成的破壞廣泛成的破壞廣泛，，塌樹的數目有塌樹的數目有11,,500500宗宗，，是去年颱風是去年颱風「「天天
鴿鴿」」的兩倍的兩倍，，嚴重水浸有嚴重水浸有99宗宗，，因為因為「「山竹山竹」」造成的家居造成的家居
損壞損壞，，包括窗戶破損有大約包括窗戶破損有大約400400至至500500宗宗。。
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1717日陸續恢復運作日陸續恢復運作，，香港機管局主席蘇澤香港機管局主席蘇澤

光表示光表示，，1717日重新安排日重新安排900900班航班升降班航班升降，，未來未來4848小時會有小時會有
22,,000000班航班升降班航班升降。。最遲最遲1919日可疏導所有滯留旅客日可疏導所有滯留旅客，，完全完全
恢復正常運作恢復正常運作。。

香港香港 萬人協力 安然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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