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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2日 星期一09 中国
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呼吁市民拒绝暴力

团结一心恢复安宁重振经济
台风“利奇马”
致6省市651万人受灾

珠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及相关会议
纪要,决定于2019年8月7日依法
对珠海市康复医院成立清算组,进入
法定清算程序。为保护珠海市康复
医院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所有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为自

动放弃其所享有的债权，特此公告。
珠海市康复医院清算组组长:

邱华松;成员:卓国耀,张成涛,王
爱红、沈建林;债权申报联系人:王
爱红;电话: 13631299860,联系
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广安路92号1
栋7号,广东文证律师事务所。

2019年8月12日

清 算 公 告

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
珠横新规土通知[2019]28号

珠海市冠亨光电有限公司：
贵司于2006年5月25日，依法取得了位于珠海市洪湾工业片区3-32、3-33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

地基本情况如下：

经查，贵司取得上述国有建设用地后，超过约定动
工开发日期满一年以上仍未动工开发。根据《珠海市闲
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贵司涉嫌闲置
土地。

现我局对贵司涉嫌闲置土地事宜开展调查，请贵司
认真配合，并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我局提供上述国有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情况、闲置
原因以及相关说明等材料。逾期不提供的，我局将以本
局的调查结果作为认定闲置土地的事实依据。

特此通知
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国土局

2019年8月12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姓名（名称）

宗地面积（平方米）

《建设用地批准书》核发日期、编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
日期、编号

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

珠海市冠亨光电有限公司

30,868.3

珠海市[2007]准(香洲)字第067号

2014年11月30日之前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地址

土地权属来源

批准用途

土地使用权证颁发日期、证号

实际动工的开发日期

出让

工业

无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启用泥湾门
大桥东侧超限超载检测系统的通告

为切实做好公路车辆超限超载综合治理工作，保障公路桥

梁设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我局决定自

2019 年 9月 15日零时起，正式启用设在省道 S366 线 K25+

960M处(珠海大道东往西方向，泥湾门桥东侧)的超限超载检测

系统，并依据检测数据对有关当事人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予

以行政处罚。

特此通告。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8月12日

横琴岛腹地，配套设施齐全，通道直通大型主题乐园，一站式

多功能新型轨道交通商业中心。

现面向广大投资者招租，详情见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公 告，网址 http://www.csuaee.com.cn/content/20190716/

QcRNSlstMTjjFHCimUw.html

诚邀您光临项目考察，合作共赢！

招 租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20-22360023

城轨长隆站上盖综合商业体整体招租

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珠海市富安拍卖有

限公司定于2019年8月19日下
午3时在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
东永发大厦三楼公开拍卖车辆
共7台。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
起电话预约。有意竞买者，请与
本公司联系索取资料、看样及办
理有关手续。电话：8182128。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
1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
17时，台风“利奇马”共造成浙江、
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6省
市651万人受灾，145.6万人紧急转
移安置。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台风还造成近3500间房屋
倒塌，3.5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
物受灾面积265.5千公顷。浙江、
上海、江苏等地3万多名消防指战
员共参加抢险救援5890起，营救遇
险和疏散转移被困群众6257人。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调
度部署台风“利奇马”防范应对工
作。11日，国家防总两次召开视频
调度会，决定继续保持防台风Ⅱ级

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毫不松懈，充分
认识台风北上可能带来的危害，继
续严格落实Ⅱ级应急响应各项措
施；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要紧紧依靠群防群治，排查重点
风险点，进村入户做好群众转移避
险工作。

针对台风“利奇马”对浙江、上
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减灾
委、应急管理部紧急启动国家救灾
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会同财政部
向浙江紧急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
资金3000万元，会同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向浙江灾区紧急调拨1万
张折叠床等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
帮助地方妥善保障受灾群众生活。

据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 10
日，香港各界700多位知名人士联
署呼吁：“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他
们希望香港市民行动起来，止暴制
乱，向暴力和乱象勇敢说“不”！

参与联署的包括王冬胜、何柱
国、何超琼、吴康民、吴光正、李家
杰、李泽钜、林建岳、陈冯富珍等
726位各界人士。

参与联署的人士指出，过去两个
月香港的混乱和撕裂，令人透不过气，
暴力冲击越演越烈，乱局已经影响到
生活各个方面；游客却步，商场闭户，
股市大跌，数百名警员和无辜市民受
伤，数百万市民生活在忧虑中。

联署人士表示，理解大部分香
港人希望和平表达诉求，也感谢警
务人员过去一段时间的辛劳与汗

水。他们向全体香港市民呼吁，为
了我们共同的家行动起来，止暴制
乱：“乱够了”，停止无休的非法游
行、集会、占路；“停暴力”，停止一
切暴力冲击行为；“勿扰民”，停止
影响市民日常生活的“不合作运
动”；“止破坏”，停止污损国旗国
徽、破坏警署和公共交通设施；“守
法治”，恢复守法传统，勿自毁“一
国两制”；“阻撕裂”，不同政治取向
的市民不再互相攻讦；“返正轨”，
社会回到正轨，政府改革向前。

发起此次联署的“守护香港大
联盟”由香港友好协进会等多个香
港各界团体支持成立，其宗旨是希
望搭建一个平台，让香港社会各界
充分表达反对暴力、维护法治、确
保香港繁荣稳定的心声。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10 日
电 10日上午，香港艳阳高照。
在观塘警署门口，36岁的庞智
笙刚搬完送给警方的矿泉水，递
上慰问卡，又挥舞起手中的国
旗，和同伴们共同高喊“阿sir加
油”。他的脸上满是汗珠。

10日，“守护香港大联盟”发
起“全民撑警日”活动。众多市
民纷纷参与活动，自发前往观
塘、中区、葵涌等警署，向警务人
员表达感谢和支持。

距观塘警署约10公里的中
区警署内，数十名市民举着写有

“多谢你们保护香港”的彩色卡
片，喊着“支持警察”“反对暴力”
等口号，为警方加油打气。

临近中午，一批市民来到葵

涌警署慰问警方。他们拿着标
语、横幅，高声呼喊“反暴力、护
法治”等口号。小朋友们送上手
绘的慰问卡，上面用稚嫩的笔迹
写着“感谢你们两个月以来，日
夜辛勤地守护香港，我们的家”。

今年30多岁的陈先生带着
妻子和小孩一同来到警署。陈先
生的孩子还绘制了一张心意卡送
给警方。“要让下一代懂得热爱和
平，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人做事，也
希望社会秩序能尽快恢复，不想
看到暴力事件再发生。”他说。

香港警方葵涌分区指挥官王
伟康警司说，看到很多市民来给
警察加油，感到非常开心。这说
明大部分市民对警务工作是认同
的，警方会继续依法履行职责。

8月10日，市民到观塘警署为警察递上慰问卡。 新华社发

“阿sir加油”

香港市民自发集会支持警方
各界人士联署呼吁：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据新华社上海8月 11日
电 刚满五岁、身高已超过1.4
米的冉冉这个暑期来到上海
旅游，发现不少上海景点在身
高不超过 1.3 米免票的基础
上，新增年龄不超过6周岁也
免票的规则。

沪上越来越多的景区景
点已实施“身高兼顾年龄”的
人性化票价规则，惠及更多未
成年人。记者梳理出的20多
家知名景区就涵盖了上海科
技馆、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
中心大厦上海之巅观光厅、豫

园、广富林文化遗址等。
亲子游“爆棚”使儿童票

价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
题。今年6月，长三角消保委
联盟开展的景点儿童免票规
则联合消费调查显示，长三角
已成为62.3%的消费者亲子出
游的首选目的地；但区域内大
多数景点以儿童身高作为免
票标准，采取身高兼顾年龄的
景点仅6.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8年6月发布的标准显示，
我国7岁儿童身高的中位数已

经超过1.2米，12岁儿童身高
中位数超过1.5米；而国内很
多景区、公园沿用一直以来的
身高标准，免票身高线多为
1.2-1.3米，优惠票身高线多为
1.4-1.5米。

“原有门票规则与当时中
国孩童的身高状况匹配。但随
着中国家庭收入水平提升以及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国青
少年营养状况更好，更多孩子
开始‘年龄不达标、身高却超标
’，让原有的票价规则过时了。”
上海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说。

上海景区门票“身高兼顾年龄”
“高个儿童”也能享受减免福利

新华社天津8月11日电 向流
星许个心愿，是件很浪漫的事。这
样的机会来了。天文专家介绍，8
月13日，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
一，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的流
量，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在13日晚
至14日晨面向东北方天空观赏，用
肉眼捕捉拖着长尾巴的流星划过
夜空的精彩瞬间。

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
梅丛介绍，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为
每年7月中旬至8月下旬，流量大
且稳定。该流星雨的群内流星速
度较快，为59千米／秒，且呈现蓝
绿色，亮流星较多。由于8月10日
是西方洛朗圣神的节日，因此在西
方国家又把英仙座流星雨称为“圣

洛朗的眼泪”。近年英仙座流星雨
一直相对稳定，天顶流量每小时为
60颗至100颗。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英仙座流
星雨的流量极大预计出现在8月
13 日，持续时间比较长。13 日
10时至23时，它的ZHR（每小时天
顶的理论流星数）都会保持在一个
较高水平，最大可达110颗左右。

“不利的条件是当日恰逢农历
七月十三，距离满月只有两天，观测
时会受到强烈的月光干扰，一些暗
弱的流星将无法观测到，但一些超
亮的火流星依然会光彩夺目。好在
次日凌晨3时以后，月亮就会下落，
因此后半夜观测更加适宜。”李梅丛
说。

流星雨要来了——

我国13日可赏“圣洛朗的眼泪”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香港
近期发生的连串暴力行为严重冲击
社会法治、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居民
生活，对商业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甚
至给金融市场稳定、经济持续发展
也蒙上阴影。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
员呼吁全体市民坚决拒绝暴力、捍
卫法治、支持警队严正执法，团结一
心让社会尽快恢复安宁，集中精力
重振经济，共同度过艰难时刻。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11日发表网志表示，最近一系列示
威游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滋扰活动、
非法集会等违法行为，冲击香港安
宁稳定，使香港多年来建立的成就
很可能毁于一旦。

他表示，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
治安的支柱，也是守住社会稳定的
最重要防线。警队现正面对严峻的
情况，承受无比压力，但却无惧无
畏、坚守岗位、严正执法，特区政府
对警队的专业表现和克制予以充分
肯定和全力支持。

张建宗指出，商业活动已受到
负面影响，示威地区的商店不少都
在游行期间关门，市民的消费意愿
明显降低、访港旅客数字从七月中
开始持续下跌，八月初同比跌幅更
扩大至31%。截至目前共有超过
20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提示。
由于旅游业的突然萎缩，包括零售、
饮食、运输业等在内的相关行业也
受到广泛深远的影响。

张建宗表示，在外围环境充满
变量的情况下，如果社会动荡不能
平静下来，难免会出现结业潮和裁
员潮。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香港
此次经济周期性逆转不会在短时间
内结束，相比“非典”和金融风暴的
冲击，此次冲击更为严峻，复原时间

会更漫长。
张建宗说，特区政府团队会精诚团

结，上下一心，确保香港尽早恢复安宁，
呼吁香港市民携起手来，向暴力说“不”。

在11日的司长随笔中，香港特区
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香港市
民对香港未来的美好愿景不可能通过
激进的抗争、暴力、冲击，以及一连串
滋扰活动来实现，这些只能令本已疲
弱的经济受到更沉重的打击。

“当前，在复杂多变和不利的外
围环境下，香港的进出口显著转弱，
内部增长动力亦已大幅放缓，我们正

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经济环境。
近期的一连串暴力冲击更令零售、
餐饮及交通运输等行业收入显著
下跌，社会的低气压已令整个消费
相关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陈茂波说。

他表示，香港需要有安全、稳定
的环境去化解内部的矛盾与困局，
应对外围环境的挑战，保障市民的
饭碗和生活。特区政府正努力谋求
出路，呼吁大家为了全体市民和整
个香港的利益着想，与暴力割席，一
起共度时艰。

陈茂波还指出，外围金融环境
不稳定的风险也有所增加，但香港
金融体系至今运作畅顺有序，风险
可控，特区政府有经验、有能力、有
决心和有实力维护香港的金融稳
定，会继续严阵以待，继续密切监察
和加固防风险措施。

鉴于目前的严峻情况，香港将
于8月13日恢复行政会议，并按照

“撑企业，保就业”的方针制订一系
列纾解民困和协助企业的措施，即
将公布的施政报告将会关注经济民
生议题的有关内容。

相
关
新
闻

这是建设中的大藤峡水利枢
纽工程左岸项目工程（10日无人机
拍摄）。该工程位于广西桂平市西
江流域上的黔江河段，建成后，可
有效防洪补枯，抑制咸潮上溯，对

于保障珠江三角洲包括澳门在内广
大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具有重要作
用。目前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左
岸泄水闸、厂房、船闸等主体工程建
设正在稳步推进中。 新华社发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稳步推进
可保障珠江三角洲饮用水安全

票价新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