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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叶昊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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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日 13 时 30 分，“利奇马”台风共导致浙江
32人死亡，16人失联。其中，温州永嘉县

岩坦镇山早村23人死亡 9人失联；温州乐
清市6人死亡；杭州临安区岛石镇银坑村3
人死亡 4人失联；台州临海市东塍镇王加
山村3人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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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奇马”致6省市 人受灾
共导致浙江32人死亡16人失联

武警部队千余名官兵
奋战抗击台风第一线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胡昌良）近日，台
风“利奇马”袭击东南沿海，武警部队紧急出动，驰
援救灾一线。截至11日7时，武警浙江、山东、上
海总队共动用1300余名官兵，担负转移群众、搬
运物资等任务，转移受困群众2100余人、搬运物
资30余吨、排除险情20余处。

其中，武警浙江总队动用1032名官兵，担负
当地群众转移、搬运物资和排除险情等任务。武
警山东总队潍坊支队221名官兵，分别抵达临朐
县、安丘市，担负转移群众任务。武警上海总队
近百名官兵，分赴上海火车站和奉贤区海湾镇担
负群众转移、道路疏通任务。武警江苏总队南京
支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排除隐患，疏通河道。

中国红十字会
启动二级响应预案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王鹏）记者
11日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针对台风“利奇马”
引起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二级响应预
案，紧急开展救灾工作。

此外，中国红基会向长期合作公益伙伴以及
全社会发出呼吁，经由互联网筹款平台募集“赈济
家庭箱”及其他救援物资，用于台风灾害后续救援
救助行动。

超强台风“利奇马”携风裹雨而来，给浙
江省造成了巨大“创伤”：截至目前，已致
574.8万余人受灾，因灾死亡32人，紧急转
移安置122.6万人。

关键时刻考验担当作为，重要关口彰
显意志品质。在危难时刻，浙江各界党员
干部挺立一线筑起“战斗堡垒”，全力以赴
抗台救灾。

抢险救灾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10日凌晨，永嘉县岩坦镇山早村发生
山体滑坡灾害。山洪泥浆堵住交通，进入山
早村，只能开辟杂草丛生的山间小道。10
日下午，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来到山早村，慰
问并指挥数百名武警、公安和消防官兵展开
救援，此后又奔赴乐清、温岭、临海等重点灾
区，检查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把抢险救灾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不惜
一切代价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超强台风来袭，让警徽在暴风雨中闪
耀。8月8日晚，台州公安路桥分局全体民、
辅警，防台风进入Ⅰ级响应，全体人员24小
时在岗备勤，应对台风天发生的各类突发治
安警情和抢险救灾险情。

10日2时，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温岭
15分钟，正是狂风肆虐的时候。峰江派出
所值班民警孙标接到群众报警，称厨房倒
塌，煤气罐翻滚在狂风暴雨中。孙标立即带
领辅警赶往现场，在飞舞的杂物中稳固煤气
罐，并紧急转移群众。这一夜警情不断。

直面风雨筑起“战斗堡垒”

杭州临安西部山区，遭遇历史上最大的
短时局地暴雨，龙岗、岛石两镇突发山洪、泥
石流，出现大面积断电、道路塌方、通讯中断。

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对于走动不便的
老百姓，他们搀扶着或者背驮着。四个多小时
分秒必争转移，龙岗镇仙人塘村村委妇女主任

舒祝英终于松了一口气：4个自然村，200多
人，除了1名村民在转移时受伤，其余都安全。

党员突击队，“连心桥”党员志愿服务
队，45岁以下的男性党员干部组建紧急救
援队……超强台风来袭，狂风暴雨迎面，受
灾地区的党员干部挺立在最前沿，众志成城
筑起战斗堡垒。

10日晚间，倾盆暴雨导致嘉善县天凝镇
杨庙农贸市场一带发生雨水倒灌，部分地段
严重内涝。面对险情，当地机关党员、社区干
部、民兵预备役、志愿者等50多人组成紧急
抢险小分队。有一个进水口离河面近2米，
65岁的市场管理人员沈定华自告奋勇跳入
河中，连续七八次沉入漆黑的水中实施封堵。

救灾力量全力集结全速驰援

10 日晚间，台州临海市灵江洪峰过
境。洪水没过临海望江门大桥桥面涌入城
内，城门内水位一度涨至1.5米。内涝严重、

市民被困，救援冲锋舟、橡皮艇告急。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周边县区、企业

及社会机构全力集结，由党员们带队，全速
奔向临海。

当晚，宁波余姚市人武部组织30人抢
险救援队，携带10艘冲锋舟及其他救援装
备赶往临海；宁海集结24人救援队，6艘冲
锋舟、4艘橡皮艇紧急来助；余姚红十字众益
救援队再次集结11个人救援队，携带2艘冲
锋舟驰援……

在温州市鹿城区，企业党组织和党员行
动起来，康奈集团、奇伟鞋业、大管家物业等
企业，支部党员带头、全体党员出动，组建抗
台应急小组，检查、巡查、排查，全方位做好
物资、门、窗、水、电等安全防护工作。

风雨无情人有情，灾难之中，处处可见
共产党员奔波的身影。“抢险救援还在继续，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安监所党员胡
刚能说。 （据新华社杭州8月11日电）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记者刘明洋）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1日出席第九届

“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时表
示，本届特区政府非常重视青少年培育工作，
未来会更耐心地接触不同阶层的青少年，聆听
他们的心声，希望大家共同为建设一个更美好
的香港而努力。

她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社会的

接班人。特区政府为培育人才，大力投入
资源，以落实均衡发展、全人教育的理念。
这一理念非常重视德、智、体、群、美，不单
是在课堂学习，也需要家长、社会领袖循循
善诱。

她表示，解放军驻港部队多年来支持主办
大学生、中学生的军事生活体验营，做出了很
大贡献，期待未来有更多学生能参与。除此之

外，为了开阔青年的视野，特区政府一直在推
行到不同地区的境外交流活动，包括专上学生
交流资助计划及专上学生前往“一带一路”地
区交流的资助计划。

林郑月娥指出，这些计划旨在为青年学
生提供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的机会。这不单
让他们对世界各地的发展形势有更深切的体
会，也让青年学生借助新的体会丰富个人阅

历，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协助他们建立
世界观，以便日后能回馈社会，巩固香港的竞
争优势。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努力进行这方
面的工作。

她表示，目前香港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经济下行的风险很大。每一位珍惜香港、热爱
和平的人，都应齐心协力，为维护我们美好的
家园而努力。

香港爱国爱港人士 10 日发起“全民撑
警日”活动，得到香港广大市民积极响应，同
时受到内地同胞热烈声援。我们为此点赞
加油，因为力挺香港警队严正执法，才能让
香港走出当前暴力乱象，恢复往日安宁。

当天，数十万香港市民以到警署慰问、
网上留言、填写嘉许表格等多种形式，向警
务人员表达慰问和支持。“辛苦了！”“撑你到
底！”“感谢你们保卫家园！”“见到你们被辱
骂，我们愤怒！见到你们被围打，我们心
痛！”……心意卡、慰问信上的字字句句，写
满了香港市民关心、支持警队的深情。多家
香港报章也都刊登了题为《支持香港警察，
维护社会安宁》的公开信。

在内地，慰问、力挺香港警队的行动也
牵动着近14亿同胞的心。无论是成都世警
会中国香港队入场时全场响起“雄起”的呐
喊声，还是内地警察声援香港“岂曰无衣，与
子同袍”的公开信，都在香港和内地同胞中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阿Sir我撑你”，力挺香
港警队的声音振聋发聩。

为什么要力挺香港警队？因为他们是
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的支柱，是守住社会稳定

的屏障，是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重要
力量。近两个月来，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
以“反修例”为幌子，大搞街头暴力，破坏性
不断升级，严重践踏香港法治、破坏社会秩
序、损害公众权益，甚至公然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和国家主权、安全利益，香港已
到“退无可退”的危急时刻。面对危局，香港
警队忍辱负重，恪尽职守，守护 700 万香港
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有警队严正、果断
执法，才能有效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才能挽
救香港免于滑向沉沦的深渊。

力挺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法治基石的
必然要求。在任何地方，警察队伍都是维护
公共安全的重要执法力量，是守卫社会稳定
的重要屏障。支持香港警队严正执法，就是
支持维护香港法治，就是支持守护香港市民
安全。只有警队挺住，香港才可能挺住。

面对肆意打砸、纵火、阻断交通，严重危
害公共安全的乱港暴徒，香港警察长时间坚
守岗位，无惧无畏，专业、克制执法，无愧于世
界上最优秀警队的赞誉。因为恪尽职守，他
们成为暴徒们的“眼中钉”。他们从围攻警
署、警员宿舍，到对警员进行“人肉起底”，威

胁警员家人，连年幼的孩子都不放过。对保
护香港平安的警队下如此丧尽天良的黑手，
真是到了天怒人愤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

面对当前严峻局面，挺警队就是挺香港，
要同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法治精神的暴行做最
坚决的反击，旗帜鲜明地对香港警队严正执法
给予最有力的声援与支持，传播真相，廓清谣

言，为警队打气、助威，坚定地和香港警队站在
一起，共同筑起守护香港家园的强大防线。

这一刻，香港阿 sir 绝不是“独自在战
斗”，有香港广大市民坚定支持，有全中国亿
万同胞的坚强后盾，我们坚信，正义必将压
倒邪恶，香港定能迎来晴朗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力挺香港警队让香港恢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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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的担当
——浙江党员干部奋力迎战超强台风“利奇马”

林郑月娥：

未来会更耐心接触不同阶层青少年 聆听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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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马”在山东再次登陆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高敬）“利奇

马”再次登陆！11日20时50分前后，“利奇马”在
青岛市黄岛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有9级（23米/秒），中心最低气压980百帕。

中央气象台和相关部门发布台风预警、暴雨预
警、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利奇马”与2016年的台风“莫兰蒂”并列，仅
次于1956年的台风“温黛”、2006年的台风“桑
美”。作为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华东地区的第三
强台风，“利奇马”注定要在台风榜上留名。

随着台风登陆北上，风雨也向北扩展。11日
白天，山东中东部、江苏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
潍坊、淄博、济南、东营、滨州、青岛等局地大暴雨
（100至192毫米）。

香港市民齐心呼吁止暴制乱
盼港尽快恢复和平安宁

据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记者丁梓懿 朱宇
轩）10日，在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
示威者到大埔游行，并陆续转至多区进行暴力活动。
激进示威者所到之处，交通受阻、居民受扰。不少市民
呼吁更多沉默的香港人走出来，止暴制乱，向暴力说

“不”，并期盼香港尽快恢复和平安宁。
10日下午到晚间，示威者破坏公物，堵塞包括红

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入口在内的多条主要干道，造成交
通严重阻塞，也对紧急服务和商业活动构成严重影响，
危害市民安全。

在当晚的行动中，警方共拘捕16人，他们涉嫌非
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击警务人员及妨碍警务人
员执行职务等。

香港有暴徒在多处投掷汽油弹
一名警察被严重烧伤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11日晚，暴徒在多处向
香港警察投掷汽油弹，一名警员严重烧伤。

当日，在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
示威者到香港多个地区游行。其中，暴徒在长沙湾警
署、尖沙咀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地向警务人员投掷汽
油弹，并用强光照射警务人员。一名警员在尖沙咀警
署内执勤时被暴徒投掷的汽油弹烧伤双腿，初步诊断
左腿10%二级烧伤，右腿3%一级烧伤。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探望受伤警员时表
示，对于有同事在执勤时受到严重伤害，感到非常难过。
对于暴徒罔顾他人安全的非法暴力行为，感到非常愤慨，
并予以最强烈谴责。针对任何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
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警队必定全力追究。

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端手法攻击警
察，包括使用砖头、铁条、有毒有害液体和粉末，甚至汽
油弹，导致多名警员受伤，行径残忍。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刘肇邦
表示，有9名警员被激光光线射伤，部分警员仍未伤愈
复工。激光光线在短时间内影响视力，有可能会对眼
睛造成严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