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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42个政团、社团、商会

等组成的香港建设力量8月9日

举行发布会，呼吁全港社会放下

分歧，集中力量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并表示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积

极施政，推动香港走出困局。

香港特区立法会建制派召集

人廖长江、“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副秘书长谭锦球、民建联主席李

慧琼、工联会会长吴秋北、经民联

主席卢伟国、新民党主席叶刘淑

仪、自由党主席张宇人出席了当

日举行的“香港要变革 携手创明

天”发布会。此外，建设力量数十

个团体通过网络连线同步参加发

布会。

廖长江代表香港建设力量宣

读联合声明，提出四点共识和希

望，分别是：人命关天，抗疫优先；

恢复经济，纾解民困；推动变革，

突破困局；放下歧见，守护家园。

声明指出，香港疫情暴发，市

民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经济民生

问题恶化，香港建设力量支持并

配合特区政府推迟立法会选举的

决定，聚焦抗疫工作，与全港市民

携手应对疫情，共渡难关。

李慧琼表示，香港在过去一

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内

伤”严重，加上疫情冲击，堪称“大

病未愈”。为让香港“疗伤”，她认

为特区政府当务之急是防疫抗

疫，推动疫情防控进入稳定常态，

同时早日研发香港“健康码”，让

经济恢复健康发展。

吴秋北表示，联合声明说出

了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心声，体现

出防控疫情、恢复经济是社会共

识，每一支建设力量所属的团体

也将朝这个大方向推进。

卢伟国建议，特区政府在稳

定香港疫情同时，应积极和内地

沟通，推行粤港澳大湾区“健康

码”互认，实现区内联防联控，早

日恢复经济民生，促进互联互通。

针对美国财政部对多位中国

政府涉港工作机构负责人和香港

特区官员实施所谓制裁，叶刘淑

仪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天经

地义，美国的所谓制裁蛮横无理。

叶刘淑仪认为，凭借优厚的

发展条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难以撼动。她建议，特区政

府锐意进取，创造更多职位，鼓励

本地青年向上流动。

香港建设力量囊括社会各界

团体，除政团外，还包括全港社区

抗疫连线、香港友好协进会、港区

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香港教育

工作者联会、香港青年联会、香港

中华总商会、香港总商会、香港地

产建设商会等。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

护中心8月9日下午介绍，截至9

日零时，香港新增72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63

例、输入性病例9例。香港累计报

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79例。香

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质素

及标准）刘家献介绍，截至当日早

上9时，过去24小时，新增4名新

冠肺炎确诊病人离世，累计51人

死亡；有92名确诊病人康复出院，

至今累计有2847名病人出院；仍

有1041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41

人情况危殆、59人情况严重，其余

病人情况稳定；香港已经启用的

负压病床使用率约为64%，启用

的负压病房使用率约为71%。

（新华）

时事纵横

俄外交部谴责美方
打压抖音海外版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8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发
言人扎哈罗娃8日在莫斯科严词谴责美方打压抖

音海外版（TikTok）的行为，认为这是美方不正当商

业竞争的又一例证、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扎哈罗娃在评论抖音

海外版在美遭遇时表示，美方基于空口无凭的指

责，禁止美国公民与抖音海外版母公司字节跳动

合作，并且咄咄逼人地强迫字节跳动把抖音海外

版出售给美国企业。此举是美方为获取在国际

信息领域的优势而采取不正当商业竞争的又一

令人触目惊心的例证。“美国的这些行为与自由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违反了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呼吁美方重新考虑其在

国际社交网络领域为维护美国IT巨头的垄断地位

而采用的方法，并依据公认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

法准则行事。“我们希望国际专业机构和维权组织

对美方上述行为做出适当反应和公正评估。”

社会广角

香港建设力量呼吁社会聚焦防疫抗疫
香港新增7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4079例

据新华社纽约8月8日电 美

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撰文指

出，中国消费经济复苏帮助一些

美国公司抵消了其在美国国内销

售严重下滑造成的损失，中国成

为不少美国公司的“避难所”。

文章说，美国一些知名品牌

高管在最新财报季特别提及，是

中国帮助其度过了艰难的三个

月。

“中国提供了一个复苏、稳

定、增长的模式。”美国运动休闲

品牌斯凯奇公司首席运营官戴

维�温伯格在7月底的财报电话会
议上说。斯凯奇第二季度销售总

额同比下降42%，但其在中国市场

却实现了11.5%的增长。

文章指出，今年4月至6月，

中国零售回暖势头强劲，而同期

美国零售额同比下滑8.1%。随着

中国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许

多分析师预计中国零售额将在第

三季度恢复年增长率，而美国和

其他西方国家仍需努力控制疫情

以全面开放经济。

文章还提到，不少其他地区

知名奢侈品企业也从中国消费市

场获益。酩悦�轩尼诗-路易�威
登集团投资者关系主管表示，中

国市场很好地抵消了公司在其他

地区遭受的损失。古驰所有者开

云集团公布的季度财报显示，其

旗下奢侈品牌二季度销售额同比

下降43%，但在中国增长超40%。

一些服装和鞋类品牌在中国

市场表现也很抢眼。露露柠檬

运动用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几周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同

比增长超20%。耐克公司表示，

5月在中国市场实现两位数强劲

增长。

文章说，许多美国公司从中

国经济复苏中受益。特斯拉公司

在美国的工厂关闭了很长一段时

间，但其第二季度仍实现盈利1.04

亿美元，中国市场表现良好是关

键。苹果公司公布财报显示，第

二季度在华营收增长2%。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
在国会两党未谈拢新一轮财政援

助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

签署若干关于援助期限延期的行

政令，其中包括延长已过期的额

外失业救济金。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绕

过国会签署行政令的行为可能

会遭遇法律挑战，因为美国宪法

规定国会拥有支配联邦开支的

权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报道认为，这可能既是特朗

普的谈判策略，又是政治作秀，

特朗普试图借此为其谋求连任

造势。

按照国会3月底批准的新冠

疫情纾困计划，联邦政府在各州

失业救济金基础上，为失业人员

提供的每周600美元额外失业救

济金于7月底到期。特朗普新发

布的行政令将把额外失业救济金

以每周400美元的水平延长至今

年年底，并计划州政府承担其中

四分之一的费用。

其余行政令分别涉及保护房

客的延期联邦暂缓驱逐令、延期

学生贷款暂停还款、推迟支付部

分工资税，各项措施的延长期限

均至今年年底。

众议院民主党人曾于5月中

旬推出一项总额超3万亿美元的

新一轮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草案，

但未获共和党人支持。参议院共

和党人于7月27日发布1万亿美

元新一轮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草

案，白宫官员和两党领袖在过去

两周就此进行多次谈判，但仍分

歧明显，矛盾焦点包括额外失业

救济金、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

等。

8月9日，挖掘
机等大型机械在抢
修水毁公路。受台
风“黑格比”影响，
浙江S322省道台州
市仙居县湫山乡境
内一段公路被山洪
冲毁，交通中断。
险情发生后，相关
部门紧急采取措
施，全力投入抢修
工作。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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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中国成为美国企业的“避难所”

特朗普绕开国会
签署行政令延长失业救济

据新华社长春8月9日电 记

者9日从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了

解到，该局松江分局在省公安厅、

市公安局扫黑办等的支持下，经

过一年多的侦查、研判、合成作战

和思想工作，公安部涉黑涉恶目

标逃犯、吉林省公安厅涉黑涉恶A

级逃犯石磊于8月5日在云南省

勐海县打洛镇投案自首。

2019年4月5日，松江分局接

到有关“石磊等人套路贷”涉黑涉

恶案件的侦办指令后，抽调精干

警力，会同市公安局扫黑办成立

联合专案组。警方经过一年多的

侦查，涉案团伙成员相继落网，但

石磊一直在逃。

在法律政策感召下，2020年7

月18日晚，石磊向国内抓捕组表

示将投案自首，称其现在缅甸勐

拉，由于疫情无法回到国内。

经吉林省公安厅与云南省公

安厅、西双版纳市公安局协调，8

月5日，石磊经过中缅边境口岸抵

达勐海县打洛镇投案自首。

目前，石磊正接受勐海县疫

情防控部门及公安机关隔离，

待隔离期满后，将被押解回松

原。

吉林省公安厅涉黑涉恶A级逃犯石磊投案自首

据新华社深圳8月9日电 据

一航空软件显示，8月9日7时57

分，深圳航空ZH9209客机发出

7700紧急代码后返航。

该客机原计划从深圳飞往西

安，7时32分从深圳宝安机场起

飞，约20分钟后从约9200米处开

始下降，并显示7700紧急代码，后

降至约3600米，随后飞机开始返

航。

对此，深圳航空回应：8月9

日 ，深 航 空 客 330飞 机 执 行

ZH9209（深圳—西安）航班，飞机

于7时32分深圳起飞，在广州管制

区上升高度9200米时，出现增压

指示异常，机组按程序处置，下降

至安全高度，返航深圳，于9时13

分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人机

安全。12时，深航ZH9209航班更

换编号为B-1036空客330飞机继

续执行任务，预计14时15分抵达

西安。

据 了 解 ，当 天 深 圳 航 空

ZH9209航班采用的是空客330型

客机，机龄2.3年。通常，在飞机遇

到紧急情况时，飞行员会将飞机

上的应答机设置为7700代码以告

知管制员。

深圳航空一客机飞行高度下降近6000米后返航
印度新冠患者收治酒店
发生火灾至少10人死亡

据新华社新德里8月9日电 印度南部安得

拉邦一家用于收治新冠患者的酒店9日凌晨发生

火灾，造成至少10名患者死亡。

据印度媒体报道，9日凌晨5时安得拉邦维杰

亚瓦达市斯瓦纳宫酒店起火，当时酒店内共有患

者和医护人员40余人。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搜

救人员已救出20人并将其转移至附近医院。

当地警方初步查明，火灾是酒店一楼空调发

生短路造成的，起火后火向楼上蔓延。警方表

示，部分人员因浓烟窒息身亡。安得拉邦消防部

门表示，这家酒店被一所私人医院改造用作收治

新冠患者，酒店并未获得消防安全许可。

巴西死亡病例超10万
专家认为拐点尚未到来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8月8日电 巴西新冠累

计确诊病例8日突破3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突

破10万例，两项均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专家认为巴西疫情仍处于高位稳定期，拐点尚未

到来。

据巴西卫生部8日18时30分公布的疫情数

据，巴西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9970例，

累计确诊3012412例；新增死亡病例905例，累计

死亡100477例；累计治愈2094293例。

疫情最严峻的圣保罗州累计确诊病例突破62

万例，约占全国五分之一；累计死亡25016例，约占

全国四分之一。据统计，2日至8日这一周，巴西平

均每天新增确诊43505例，新增死亡988例，较前一

周的相应平均值44766例和1016例有所减少。

驻阿美军11月底前
将降至5000人以下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 美国国防部长

埃斯珀8日表示驻阿富汗美军将在今年11月底

前降至5000人以下。

埃斯珀当晚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

时表示，驻阿美军在人数减少情况下仍然能执行

核心任务，最重要的是确保美国不受阿富汗恐怖

分子威胁。

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今年2月底签署协

议。美方承诺在135天内把驻阿美军从大约1.3

万人缩减至8600人，剩余的美军和北约联军士兵

将在14个月内撤离阿富汗。

全国京剧院团
线上抗疫展演月开播

国家京剧院与湖北省京剧
院主办、全国共18家京剧院团参
与的“京剧的夏天——全国京剧
院团线上抗疫展演月”，8月8日
晚与观众见面。8月8日至9月6
日每晚7点30分，28部优秀剧
目、2场名家名段演唱会通过学
习强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快
手、央视频等平台线上直播，与
大家“云端”相见。各团精选的
28部代表性优秀剧目中，既有
《党的女儿》《在路上》《赵一曼》
《杨靖宇》《华子良》《闻一多》《布
依女人》等现代京剧，又有《龙凤
呈祥》《穆桂英挂帅》《九江口》
《秦香莲》等优秀传统剧，以及
《廉吏于成龙》《大漠苏武》《成败
萧何》等新编历史剧。 （新华）

北京确定
秋季学期开学时间

记者8月9日从北京市教委
获悉，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下发
《关于做好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2020—2021学年秋季学期开学
工作的通知》，部署秋季开学工
作。通知确定了大中小学、幼儿
园等秋季学期开学安排。其中
包括：8月29日（周六），小学一年
级、初一、初三、高一、高二、高三
年级开学；9月1日（周二），小学
五、六年级，初二年级开学；9月7
日（周一），小学二、三、四年级开
学。幼儿园方面，9月8日（周
二），各类型幼儿园大班、中班开
园；9月11日（周五），各类型幼儿
园小班开园。高等学校（含高等
职业院校）方面，从8月15日起，
具备校园疫情防控条件的高校，
可组织学生分期分批、错时错峰
返校和新生报到。 （新华）

福建海警局查获
特大海上非法采矿

据福建海警局消息，该局近
日破获一起特大海上非法采矿
案，一举摧毁3个涉及“采、运、
储、销”海砂的区域性犯罪团伙，
初步查证涉案海砂1500余万吨，
涉案金额高达5亿元。今年3月，
福建海警局在研判案件信息时发
现，有多个犯罪团伙长期在漳州、
厦门附近海域从事非法盗采海砂
活动。为实现“打团伙、破链条、
摧网络”的目的，该局立即抽调精
干执法力量成立专案组，全力经
营侦办。专案组在漳州市公安局
的协助下，经过4个多月的侦查取
证，详细掌握了犯罪团伙的涉案
人员、船舶、砂场以及销售渠道等
信息。经调查发现，这些犯罪团
伙长期盘踞漳州、厦门等地，通
过经营砂船、砂场非法牟取暴
利，并采取砂船参股、砂场租赁
等手段相互勾结，对附近海域生
态环境和当地市场经济秩序造
成恶劣影响。 （新华）

（上接一版）28日，召开全市文明城市网上申报材料
报送工作培训会。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迅速行

动落实会议精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公安局、

城管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金融局等单位相继召

开专题部署会，细化分工，集中力量落实创建指

标。各单位积极落实“包街包社区”的工作制度，协

助所挂钩社区落实创城工作。市创城办严对标广覆

盖，督查走访了534个实地点位中31个申报类考察

项的208个点位，并对随机考察项中的154个住宅小

区、75个公厕、40条市区背街小巷、20条城乡路街巷

进行走访，各创建单位及考察点位总体做到对标创

建。同时，市创城办积极组织开展市民志愿巡访团

和媒体暗访团联合暗访专项督查活动，编印、发放石

狮市《市民文明手册》25000份，联合市统计局开展

创城入户宣传和入户模拟问卷调查等工作。

同时，市创城办还针对少数单位创城指标对标

落实不到位、个别镇村环境卫生管理薄弱等问题，

及时发出专项通报并进行新闻曝光，督促相关单位

持续提升工作标准，确保文明创建工作不松懈。

（记者 吴汉松 通讯员 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