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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黄辉明 李秋怡）

日前， 广东省化

州商会在广州市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成立一周年庆典。 截至目前，化

州商会已有团体会员单位21家，覆盖

全省企业3000多家。 化州商会广泛团

结化州商协会及各界化州精英，通过

搭建多样化沟通交流平台，为商会会

员创设更多投资、融资的渠道，增强

行业的联动及有效的资源整合利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杨群娜）

昨日， 由广东省气象局、

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

局联合编制的《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

气候监测公报》发布，这是粤港澳联

合制作并发布的首份粤港澳大湾区

气候监测公报。《公报》还公布了2018

年粤港澳八大天气气候事件。

《公报》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全

球气候最宜居宜业宜游的湾区之一，

同时台风、暴雨、雷电、大风、高温、寒

冷等灾害性天气多发。 2018年粤港澳

大湾区平均气温22.9℃， 较常年偏高

0.4℃；平均降水量2072.8毫米，较常年

偏多7%。 5月7日开汛，较常年偏晚31

天。 开汛前

（

2

月

1

日

~5

月

6

日）

，大湾区

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少

51%，开汛后强降水频繁，特别是热带

风暴“艾云尼”带来的大范围持续强

降水，导致大湾区出现旱涝急转，“龙

舟水”偏重。

2018年，有6个热带气旋影响或登

陆大湾区，初台“艾云尼”影响较常年

正常至偏早，风王“山竹”给大湾区带

来破坏性风力和最强风暴潮。 大湾区

高温来得早，5月平均气温和高温日

数均创历史新高。与2017年相比，2018

年灰霾

（烟霾）

平均日数减少。

据统计，2018年大湾区各种气象

灾害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59.2亿

元，因灾死亡14人。

据新华社电

7月21日晚间， 香港

部分激进示威者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

构、玷污国徽，其恶劣行径引发香港社

会各界极大愤慨。 香港各界人士和社

会团体持续发表声明和讲话， 严厉谴

责这种挑战国家主权、 冲击“一国两

制”底线的行为，要求特区政府将激进

分子绳之以法，维护“一国两制”，维护

国家尊严。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发表声明

指出，国徽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一切

组织和公民，都应当尊重和爱护。 故意

以涂划或玷污等方式侮辱国徽， 是公

然挑战国家主权和中央的权威， 严重

伤害全国人民的感情， 逾越了表达意

见的底线，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依法

追究责任到底。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连续在社

交网站发出四篇帖文予以强烈谴责，

帖文指出，“这些败类必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历史的唾弃。 ”他呼吁：“国徽蒙

污，我请大家在线上线下全力声讨，我

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 香港人并不姑

息这些数典忘祖、丧心病狂的暴徒！ ”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22

日下午会见记者，召集人陈智思表示，

行会成员一致对昨晚一连串的暴力行

为予以严正谴责。 他强调，暴力绝对不

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绝不能接受有示

威者冲击中联办，涂污国徽。

香港工会联合会在声明中指出，

这些宣扬“港独”的行径，严重挑战“一

国两制”底线，绝对不能容忍，工联会

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并要求特区政府

严正执法，追究到底，以维护国家的尊

严和香港的安宁。

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国家权

威，国徽是国家的庄严象征。 香港众多

法律界团体和人士表示， 冲击中央政

府驻港机构、 玷污国徽属于严重刑事

罪行，必须严格依法追究。

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合会会长

陈晓峰代表协会发表声明指出， 涂污

及侮辱国徽，明显违反了香港《国旗及

国徽条例》第7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刑

事罪行。 他强调，国徽是国家的象征和

标志，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污损玷污国

徽， 严重违反香港法律， 挑战中央权

威，必须严格依法追究。

全国政协委员、 律师黄英豪引述

条例指出，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

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

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五级

罚款及监禁三年， 相信执法部门会将

违法者绳之以法。

香港众多社会团体强烈呼吁广大

市民一起反对暴力、维护法治、守护香

港；强烈呼吁特区政府依法采取断然举

措，严惩暴徒，绝不姑息，维护国家主

权，维护“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尊严。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

长毛群安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电子烟的危害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目前国家卫健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电子烟监管的研究，计划通过立法

的方式对电子烟进行监管。

毛群安表示，研究发现，电子烟产

生的气溶胶含有许多有毒有害物质，电

子烟中的各种添加剂成分也存在着健

康风险。 另外，许多电子烟产品所含的

尼古丁浓度标识模糊，容易导致使用者

吸食过量，电子烟的器具还存在着电池

爆炸、烟液渗透、高温烫伤等安全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 2018 年中国

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电子

烟使用率处于较低水平， 但是与 2015

年相比，接受调查的人群中，听说过电

子烟的比例、曾经使用过电子烟的比例

和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均有提高，其

中， 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增加近一

倍； 年轻人使用电子烟比例相对较高，

15-24 岁年龄组最高。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表明， 电子烟

的使用容易诱导青少年尝试使用传统

的卷烟， 加快吸烟人群的年轻化趋势。

鉴于电子烟具有不安全性，对青少年健

康行为习惯的形成会产生影响，必须严

格加强电子烟的监管。 我们希望公众、

家长和青少年提高对电子烟危害的意

识， 特别是家长和学校要加强监督，减

少青少年接触电子烟的可能性。 ”毛群

安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粤公宣 ）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

悉， 近日， 省公安厅与珠海市魅族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推出具有报警定位功能的

智能手机。 用户使用该款手机在广东

省内拨打 110 电话报警， 能自动触发

手机的定位功能， 将其精准位置发送

至属地公安机关 110 报警服务台。

今年 7 月， 省公安厅联合上述两

家公司研发推出两款支持 110 报警定

位功能的智能手机（

手表电话

）。 两家

厂商最新推出的手机都将支持 110 报

警定位功能， 并对此前已售卖的手机

可在系统升级时自动加载该功能。 同

时， 省公安厅正与其他有关手机生产

商对接，争取更多手机厂商加入。

该款手机的发布， 标志着广东公

安 110 报警服务台获取报警人的位置

取得了根本性突破， 是目前国内最简

便、 最快捷获取报警人最精准位置的

方式， 是智慧新警务建设的重大成

果。

此外， 广东公安通过加强警企联

动、 部门联动等多种方式， 着力营造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工作格局。 据

统计， 全省 110 接报警情从多年来的

3300 万起到 2017 年首次回落至 2900

多万起， 去年又在前年基础上下降

1.44%， 人民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国家卫健委：

我国计划立法监管电子烟

香港社会各界严厉谴责激进示威者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

省公安厅联合厂商推出两款支持110报警定位功能的智能手机

手机一拨110自动发送定位信息

粤港澳首次携手

发布气候监测公报

去年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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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气气候事件

化州商会举办

成立一周年庆典

1.开汛晚、旱涝急转。

2.暴雨多，降水极端。

3.初台正常至偏早、台风偏强。

4.5 月高温日数破纪录。

5.强冷空气年头年尾来袭。

6.强对流天气频繁。

7.干旱影响偏轻。

8.灰霾日数减少。

省公安厅携

手厂家推出两款

智能手机， 只要

拨打

110

报警电

话， 智能手机就

能自动发送所在

位置。 这是其中

一款手表电话。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22日强烈谴责冲击香港中联办

的暴力行为， 并表明特区政府必定严

肃跟进，依法追究。

林郑月娥22日下午在行政长官办

公室会见传媒时表示， 对于7月21日游

行后发生的连串暴力行为， 特区政府

必须强烈谴责。 她说，部分激进的示威

者，恶意包围、冲击中联办大楼，以及污

损国徽，公然挑战国家主权，触碰“一国

两制”的底线，而且伤害民族感情，让全

城愤慨。

此外，林郑月娥也对元朗发生的暴

力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表明特区政府

同样会全力调查跟进，依法追究。她说，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不容许任何暴

力行为发生。 林郑月娥指出，暴力不能

解决问题，只会助长更多暴力，最终受

害的是香港社会和全体市民， 她呼吁

社会各界和每一位市民， 一起维护法

治，向暴力说不。

林郑月娥谴责暴力事件 特区政府必定严肃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