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美方声称美行政当局已批准向
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一批F-16V
战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
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
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
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耿爽表示，中方近来多次就美拟售
台F-16V战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
一七”公报的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
示坚决反对。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

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
他说。

他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
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
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
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中方将根据形势
的发展，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
称不愿与华为公司做生意，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
示，中美企业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
赢的，希望美方停止对华为等中国企业
的无理打压和制裁，以公平、公正、非歧
视方式对待中国企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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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8-20 9:00-18:30 西 航 港 街 道
10kV牧文路双流交投公司、双黄路北延
线道路施工01号专变、10kV国文路（大
湖堰九社公变、乾晟建材专变、黄土小区
3号公变、黄土八社公变、黄土小区公变、
黄土小区2号、4号、6号公变、湖夹滩小
区5号公变、“邦泰·华府公馆”专变）

8-20 6:00-21:00 四川蜀府房屋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专变、四川利通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专变、四川省宏昌建设有限
公司专变、翰林南城专变、西南化工公变

8-20 8:00-17:30 洪安镇兴源再生
能源专变

8-20 8:00-20:00 正兴街道火石岩社
区、官塘村、钓鱼嘴社区、欣怡佳苑小区、官塘

AB地块施工用电、蓉兴皮革厂、肉牛厂
8-21 7:00-19:30 合江街道鹿林村

部分、鹿溪村部分
8-21 6:00-20:30 西航港经开区部

分、三极科技、柳河齿轮、海蓉特纺、利同
电器、欧佳航空、翔翼汽配、四川恒阳玻
璃有限公司、畅越机械、红信机械、成都
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
冠科技、百姓食品、老城南食品、阿迪曼
尔、中亚包装、宏昌食品、四川特驱投资
有限公司、汤姆叔叔、嘉固新技术

8-21 8:00-20:00 观湖小区一、二、
三期

8-21 7:30-19:00 白沙街道、石门
村、川心村、简华村、白沙村、茅香村、百合

村、梓潼村、团山村部分、万安镇韩婆岭村
8-22 7:30-18:00 黄龙溪镇大坪村

部分、大河村部分
8-22 7:00-21:00 太 平 街 道 办 事

处、同心村、二郎村、新城社区部分、前进
村、白马村、桃源村、小堰村

8-23 8:00-19:00 煎茶镇新扇 5社
01号公变、茶林村、青松村、老龙村、鸿湘
村、美丽老龙新村、清华紫光临时施工、
天府大道二绕收费站、中冶蓉兴、创源路
临时施工用电、科学南7路临时施工用电

8-23 8:00-17:30 大面镇成都盛泉
置业、成都保利房地产开发公司、成都龙
湖锦裕置、九间房提水站、成都市豪凯建
材、中国邮电器材西南公司、北京鸿讯物

流成都分公司、益洲石棉瓦厂、圣杰建
筑、复兴包装厂、新鑫燃料

8-23 8:30-18:30 洛 带 镇 博 客 小
镇、锦园小区

8-23 7:30-19:00 成都国利置业华
府悦璟施工专变、红瓦村3社1、2号公
变、川开电气有限公司、四川石油井下作
业专变、双玻暖通实业、四川华石环保科
技、成都金涌建材、成都钰才实业、成都
东方辉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红瓦大队
公变、红瓦5社公变、精准混凝土、红瓦小
区一、二期安置小区、红瓦春天小区

8-23 9:00-18:30 西 航 港 街 道
10kV邻港二线红英小区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1934年1月，年仅20岁的
李天佑升任红5师师长，同年4
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
面对拥有飞机大炮配合、人数数
倍于己的敌人，李天佑在负伤的
情况下指挥部队坚守三天三夜，
直到接到撤退命令。同年11月
末的长征途中，在突破敌人第四
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李天佑
奉命率两个团在广西灌阳新圩
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保证中央
纵队左翼安全。在敌我兵力悬
殊的情况下，李天佑率部苦战，
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天佑任
八路军第115师343旅 686团
团长。1937年9月，李天佑参加
平型关战斗，率部担负主攻，重
创日军精锐部队，并相机夺取战
场制高点老爷庙，对战斗胜利起
了关键作用。同年10月，李天
佑又率部参加广阳伏击战，歼日
军千余人。后任第343旅副旅
长、代理旅长，转战吕梁山地区，
指挥午城井沟战斗，参与开辟晋
西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李天佑历任
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
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
员、东北野战军第38军军长、第
四野战军13兵团第一副司令
员，曾指挥部队参加三下江南及
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和
辽沈、平津等战役。在解放天津
的战斗中，指挥西进部队率先攻
占金汤桥，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
备司令陈长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
天佑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
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
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曾参
与领导广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
装和土匪的战斗，援越抗美斗争
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
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70年9月在北京病逝。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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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佑：英勇善战、
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

李天佑，广西临桂人，1914
年出生在临桂六塘镇一个贫农
家庭。1928 年，14 岁的李天佑
到桂系名将李明瑞部下当兵。
1929年9月李明瑞起兵反蒋失
败，在张云逸暗中联络下，李天
佑于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2 月，李天佑参加百色起
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
排长、连长，参加开辟和保卫右
江苏区的斗争。

2019年第34周停电检修计划

当地时间8月18日，伴随着哀悼诗、默
哀与演讲，冰岛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向该国第
一座因气候变暖而消失的冰川举行了道别
仪式。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经过两小时的攀
登，大约100人于周日登上了冰岛中西部的
奥乔屈尔火山，火山山顶曾经是奥克冰川
（又称“Ok冰川”）的所在地。哀悼者将一块
金色的牌匾立在火山顶上，作为该冰川的墓
碑。牌匾上写道：“给未来的一封信：未来
200年内我们所有的冰川都会消融，此牌意
在提醒我们已经发生的惨剧和未来需要做
些什么。”牌匾上还标上了今年四月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含量“415 ppm CO2”。

冰岛总理卡特林·雅各布斯多蒂和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玛丽·罗宾森参与了道
别会。雅各布斯多蒂说道：“我们亲眼见到
了气候危机的恶果。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
费了。”罗宾森则呼吁人们采取紧急措施：

“一座冰川的死亡是对我们的警示，我们需
要立即采取行动。”

1890年，“Ok冰川”绵延16平方公里，
到2012年只剩下了一小块0.7平方公里的冰
区，而且还在以每年110亿吨冰的速度消融，
预计到2200年冰岛所有的冰川都将消失。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奥杜尔·
西格森是冰岛气象办公室的冰川学家，在过
去50年里，他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冰岛的冰川
变化。2003年，他注意到奥乔屈尔山上的雪
还没来得及堆积就已经融化了。2014年，他
证实了该冰川的死亡，因为其微薄的厚度已
经无法支持它的移动。他解释道，当冰川的
厚度足够大（40至50米）时，就会产生压力
将冰川向前推。

201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的人
类学家西蒙·豪和多米尼克·博伊尔导演的
纪录片“并不Ok”（Not Ok）就讲述了Ok冰
川的遭遇，是他们提出了为该冰川举行道别
会的想法。

半岛电视台援引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今
年4月的一篇报道指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
速度不变，到2100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冰
川都会消失。

综合新华社、央视、澎湃新闻

海水倒灌现象
频繁侵袭泰国

据泰媒报道，泰国首都曼谷的平均海
拔仅高出海平面1.5米。近年来，曼谷水灾
也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受全球气候
变暖、地面下沉的影响，海平面逐渐上升，
曼谷被淹的风险增加。

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曼谷将
会有40%的地区被淹没；东盟邮报网站认
为，如果气温再上升4℃，曼谷市民还不采
取行动改变现状，曼谷将面临严重的洪灾
问题。到2030年，海平面可能会上升 15
厘米，而曼谷将有70%的地区会被淹没。

由于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如果
格陵兰岛上的冰全部融化，海平面将会上
升5-7米，那除了曼谷之外，曼谷周边的府
也将面临被淹的风险。

目前，曼谷的地面沉降速度非常快，平
均每年下沉1-2厘米，而海平面平均每年上
升4毫米左右。此前，荷兰某研究所透露了
世界各地的地面沉降情况，发现曼谷、威尼
斯和新奥尔良的沉降速度是海平面上升速
度的10倍！

另外，海水也在不断的侵蚀海岸线，从
海洋知识数据库中发现，处于泰国湾上游
地段的曼谷、北柳府、北榄府、尖竹汶府等
12个府，平均每年被海水侵蚀5米。

近年来，曼谷的雨季时间越来越长，降
水量不断增加，去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海
水倒灌现象，即海水从泰国湾通过湄南河
倒灌入曼谷，市中心的公路被淹没在齐颈
深的水中长达月余之久，甚至逆流而上，向
北淹至100多公里外的大城府。

泰国国家灾害预警中心主任也曾透
露，受全球变暖和地层下降的影响，如果不
加以控制和治理，“曼谷沉没”可能将在20
年内发生。这一说法让人忧心忡忡，但随
着时间推移，预警的灾难慢慢被遗忘，好在
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探索预防机制，如建
立蓄水防洪公园等，来留住曼谷。

据封面新闻

外交部回应海外中国公民参加涉香港游行

海外中国公民对妄图分裂国家的言行
表示愤慨完全理所应当

“未来200年内
我们所有的冰川都会消融，

此牌意在提醒我们
已经发生的惨剧

和未来需要做些什么。”
——《给未来的一封信》，冰岛Ok冰川道别会

冰川消失
冰岛为该国首座消融冰川

举行道别会

关注“气候变暖”

曼谷沉没
或将在20年内上演

8月18日，在冰岛奥克冰川原址，人
们出席冰川“追悼会”。 新华社发

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 1986年 9月（左）和
2019年8月拍摄的奥克冰川对比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近日，在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地，香港游行示威的支
持者与香港警察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包括留学生在内
的海外中国公民对妄图分裂国家、抹黑
中国形象的言行表示愤慨和反对，完全
理所应当，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同时也希望海外中国公民能
够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注意保护自身
安全。”耿爽说。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同时我们也希望有
关国家能够尊重和理解海外中国公民的
合法活动，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耿爽说。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针对美国
总统特朗普声称中方如何处理香港问题
将会影响中美贸易磋商，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特朗普总统此前曾经
表示过，“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
须自己解决，不需要建议”，希望美方能
够说到做到。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
想看到香港问题以非常人道的方式得以

解决。如果中方使用暴力，那将会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磋商。

耿爽就此表示，发生在香港的游行
示威和暴力犯罪活动已经有两个多月
了。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
繁荣稳定和国际形象都受到了严重的冲
击。“事实证明，没有法治和秩序的所谓
民主和自由，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社
会动乱，最终损害的是广大公众的利
益。”耿爽说。

外交部：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台军售计划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方涉港言论

/ 同 / 步 / 播 / 报 /

当地时间8月19日下午，
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大
巴在从老挝首都万象开往琅
勃拉邦的路途中发生严重车
祸。据央视此前报道，目前事
故已造成约5人遇难，另有约
14人失踪。

19日晚，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致电我国驻琅勃
拉邦总领事馆获知，目前部分
游客已被救出，正送往医院救
治，游客身份正在进一步核
实。领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一有具体消息，旅行社将
尽快通知游客家属。

据央视记者从中国驻老
挝大使馆了解的消息，发生事
故的旅行团来自老挝东南旅
行社接待的江苏省常州游客，
一行共46人。大巴在距琅勃
拉邦约40公里处疑似刹车失
灵发生车祸。目前，事故已造
成约5人遇难，另外还有约14
人失踪。

据介绍，我使领馆目前已
启动应急机制，应急组正赶往
现场。此外，已派联络员向当
地交警报案并向现场运送水
和食品。

据了解，琅勃拉邦是老挝
著名的古都和佛教中心。位于
南康江与湄公河汇合处，面积不
到1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滕瑾

中国旅行团
在老挝发生严重车祸

事故已造成
约5人遇难14人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