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强台风“利奇马”“闹海”
各地有何“法宝”应对？

8月12日， 大熊猫思嘉在熊猫馆内活动。 当日， 大熊猫思嘉在中国
亚布力熊猫馆度过13岁生日。 熊猫馆的饲养员为思嘉准备了美食和玩
具， 思嘉在自己的 “生日派对” 上边吃边玩， 萌态十足。 大熊猫思嘉
于2006年8月12日出生于四川卧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2016年7
月5日来到位于黑龙江省的中国亚布力熊猫馆。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12日
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 7月我
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
同比少增3975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 ， 7月末人民
币贷款余额147.02万亿元 ， 同比
增长12.6%， 比上年同期低0.6个
百分点 。 7月份 ， 住户部门贷款
增加5112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 695亿 元 ， 中 长 期 贷 款 增 加
4417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
体贷款增加2974亿元。

另外，7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6420亿元，同比少增3867亿元。 其
中，住户存款减少1032亿元，非金

融企业存款减少1.39万亿元，财政
性存款增加8091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 ， 7月末 ， 广
义货币 （m2） 余额 191.94万 亿
元， 同比增长8.1%， 增速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 （m1） 余额 55.3万亿
元， 同比增长3.1%， 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2个
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 ，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14.13万亿元 ， 同比增长10.7%。
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1万
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2103亿元。

新华社电 12日，公安部组织
全国公安机关在154个城市 ， 对
去年以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缴的
10.7万支非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
雷管等爆炸物品进行集中安全销
毁。 这是公安部继去年9月组织
146个城市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
法枪爆物品活动后， 再一次组织
该类活动。

2018年2月，由公安部牵头建
立24个部门参加的打击整治枪支

爆炸物品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
议， 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今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
作联动，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
目前， 全国破获涉枪涉爆案件1.6
万起 ，打掉团伙163个 ，捣毁窝点
117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
1.7万人。今年1至7月，全国持枪、
爆炸犯罪发案总数同比下降20%。

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154个城市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

新华社电 今年上半年，新疆
共拨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资金11.48亿元， 惠及学生
143.54万人次，其中南疆四地州33
个国家试点县(市)10.39亿元，惠及
学生129.89万人次。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
育厅了解到， 为确保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实到位 ，
教育厅组织专家， 对包括岳普湖

县在内8个深度贫困县的资助政
策落实情况、 困难学生受资助情
况进行专项指导检查， 并对各县
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幼儿园食堂管理、食材招标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 责令各有关部
门限期整改。此外，为防止重大校
园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今年新疆
积极推进“明厨亮灶 ”建设 ，为学
校学生用餐安全树起防火墙。

新疆：拨付11亿余元改善农村学生餐

新华社电 重庆市日前出台
实施方案，在党政机关、公共服务
行业、 新闻媒体和教育系统大力
推广普通话， 要求公务活动场合
和公共服务窗口使用普通话 ，并
将普通话纳入中职、 高校学生毕
业条件。

方案提出， 党政机关干部职
工在各级各类会议、 汇报和布置
工作、接受媒体采访 、接听电话 、
接待群众来访、 接待上级和外地

来宾或外来客商、 对外联系工作
以及参加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务活
动等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

方案明确相关直接面向公众
的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使用普
通话，包括从事铁路、民航等公共
出行行业的语音播报员、服务员，
商场、酒店、饭店等商贸服务行业
的前台工作人员，以及政务大厅、
海关、 公安出入境管理等公共服
务管理行业的窗口工作人员。

重庆：要求公务活动场合使用普通话

应急管理、交通等部门
全力迎战超强台风“利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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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以来， 超强台风 “利
奇马 ” 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 ，
11日又 “北上” 到山东青岛附
近 。 “利奇马 ” 带来的强台
风、 暴雨不仅造成列车、 航班
大面积取消和延误， 也对人民
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 应急
管理、 铁路、 民航等部门积极
部署应对， 全力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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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防总副总指
挥、 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
强调， 各地要毫不松懈， 继续
严格落实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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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台风会带来狂风暴
雨。 狂风会造成行驶中的列车
晃车， 严重时可能造成列车颠
覆。 暴雨会引发山体滑坡，造成
铁道线路被埋， 电缆线路和设
备受损。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济南局集团等启动防台一级应
急响应， 将台风覆盖的相关线
路采取停运措施。 随着台风转
移和减弱，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 各地铁路部门安排部分停
运旅客列车陆续恢复运行。

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消
息， 长三角铁路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 对停运的部分旅客列
车11日起陆续恢复运行。 当日
零时起 ， 沪昆高铁 、 宁杭高
铁、 杭甬高铁、 杭黄高铁、 杭
深线、 金温线、 沪昆、 萧甬普
速铁路结束台风影响， 有关列
车陆续恢复运行。 中国铁路济
南局集团11日、 12日开行旅客
列车也持续增加。 随着台风对
江西 、 福建铁路影响逐步减
弱， 11日、 12日， 中国铁路南
昌局集团恢复开行8列动车组
列车。 同时为了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 加开4列动车。

台风期间， 东航在上海虹
桥、 浦东机场分别增派了保障
力量和服务资源， 全力做好旅
客的服务保障工作， 积极协助
旅客办理客票退改签手续。 除
了柜台办理外 ， 东航还制作
“手机自助退改 ” 卡片发给现
场旅客， 旅客可以扫描卡片上
的二维码自助退改机票。

此外， 东航对台风预计经
过的浦东、虹桥、宁波、杭州、温
州等机场的飞机、物资、人员等
情况反复梳理，对机库、停机位

以及地势低洼区域进行了详细
检查， 提前准备好充足的防汛
沙袋。 此外，东航技术公司对停
场飞机进行增重压舱， 确保飞
机不受大风影响。

超强台风 “利奇马” 致多
地受灾严重 。 为保障当地供
电， 国网宁波市鄞州区供电公
司东吴供电服务站全员待命 、
分组行动。 水还未退， 供电人
员就到各个重点区域， 排查故
障隐患 ， 制定后续抢修计划 ，
现场清理淤泥 ， 更换受损设
备。 国网山东博兴县供电公司
提前准备了大量的防汛物资 ，
包括防汛专用沙袋 、 编织袋 、
防水篷布、 排水泵等， 前期对
低洼变电站容易进水部位提前
部署了防汛装置。 针对大型变
电站 ， 他们保障 24小时有人
值守 。 国网山东平邑县供电
公司组织员工对全县重载线
路和设备进行特巡 ， 积极应
对台风造成的影响 ， 保障安
全 可 靠 供 电 。 台 风 过 境 后 ，
供 电 公 司 又 即 刻开展设备巡
查工作， 对重要输电线路通道
及变配电站所重点检查。

据新华社

关注“利奇马”

超强台风“利奇马”已给多
个沿海省份城市造成不小损
失。“利奇马”是何“来头”？各地
应急预案是否发挥了应有作
用 ？下一步应对 “利奇马 ”侵袭
还需注意哪些方面？ 记者走访
抗击台风一线，就此展开调查。

“利奇马”“闹海” “软
萌”水果命名超强台风

据记者了解 ，“利奇马 ”本
是一种形象 “软萌 ”、口感亲民
的热带水果。 不想此次却成为
一场70年来登陆我国华东地区
第三强台风的名字 。 专家称 ，
“利奇马”因其带来的狂风暴雨
成为今年以来最凶猛的台风。

———狂风。之前的台风“木
恩 ”和 “韦帕 ”登陆时强度为热
带风暴级 ， 风力分别为8级 、9
级 ，远远低于 “利奇马 ”登陆时
最大风力16级的强度 。11日早
晨 ，江苏东北部 、安徽东北部 、
山东北部及渤海南部出现8至
10级阵风，山东青岛、泰安局地
阵风仍能达到12级。

———暴雨。“利奇马” 所带
来的巨大雨量也威胁到相关地
方安全 。截至10日 ，浙江台州 、
温州北部、宁波南部、湖州西南
部等地降雨达到350至580毫米，
台州括苍山829毫米、三门局地
706毫米 。同时 ，上海 、江苏 、山
东中东部、 安徽东部等地出现
暴雨或大暴雨，山东潍坊、临沂
特大暴雨。

“利奇马”为何会带来如此
巨大的雨量？“台风就像一台巨
大的 ‘吸水汽机 ’，从海洋上吸
收水汽再将强降水带去陆地。”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
报中心高级工程师向纯怡解释

说，“利奇马” 的季风输入非常
强， 就是说有越赤道气流把赤
道地区富含水汽的暖湿空气输
送到台风内部 ，让它的 “水 ”力
大增。

多地依法启动应急预
案降低受灾程度

8日晚，青岛市专业气象台
官方微博“青岛气象”直“怼”青
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青
岛发布”，称其转载的一条报道
违规发布台风预警 。 “青岛气
象 ”强调 “如果发布台风预警 ，
市里将启动应急预案， 包括防
汛、 安置等， 是非常严肃的事
情”。这段小花絮再次凸显出在
应对严重自然灾害时， 依法启
动落实“应急预案”事关重大。

据记者了解， 此前中国气
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台
风）Ⅱ级应急响应，发布台风红
色预警， 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
预报预警服务；

浙江作为最先接触台风的
省份，储备各类应急救援物资，
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防台
风Ⅰ级应急响应。

依照应急预案要求， 杭州
市共排查农房6902间、撤离人员
2000余人， 关闭38家A级景区；
宁波根据台风的移动路径 、发
展变化和影响情况， 按照应急
预案继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的
转移安置工作和已转移人员与
在港船只的安全管理工作。

在江苏，沭阳县防指从8月
11日20时起，启动防汛Ⅰ级应急
响应 ，32个乡镇2.55万民力 ，到
达新沂河堤指定位置进行巡堤
防守，保障相关安全。

在山东，青岛防指于11日13

时将防台风 II级应急响应提升
为I级应急响应。 水务管理局严
密紧盯全市最大河道———大沽
河的防汛安全。 文化和旅游局
要求全市所有景区关闭， 停止
参观游览活动。 商务局要求相
关单位加大肉菜等“菜篮子”商
品货源组织力度， 确保市场供
应不脱销、不断档。

“风往北吹”加大致灾
风险 华北东北或长时间大
范围降水

记者12日从山东省应急管
理厅了解到，据初步统计，山东
省受灾人口165.53万人，因灾死
亡5人、失踪7人；农作物受灾面
积17.54万公顷 ， 倒塌房屋609
间， 相关灾情数据正在进一步
统计中。

为何 “风往北吹 ”？向纯怡
告诉记者， 今年副热带高压比
较强大，在其引导下，“利奇马”
没有在低纬度的广东等地登
陆，反而向西北方向移动。

专家提醒说， 当前台风北
上最大的问题是将与台风作战
经验较少的北方地区直接暴露
在台风面前。 由于北方本身承
受暴雨能力偏弱， 又普遍欠缺
防台风的经验， 会大大加重致
灾风险，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了解到， 目前山东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汛抗旱技术
专家组全部到位， 针对水库超
汛限、 河道泄洪、 山洪易发等
情况已展开专业会商研判。

专家表示，从11日下午到未
来72小时，华北东北地区有大范
围降水。 72小时后，可能东北的
东部还会有一些降水影响。

据新华社

大熊猫思嘉的“生日派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