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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
道）日前在四川甘孜州瀘定縣發生
的6.8級地震牽動着不少港人的心。
香港工聯會9月8日籌集了800箱急
需的救災物資從廣州送往瀘定縣，
並於日前發起了捐款行動，目前已
籌得善款超20萬港元。物資裝車出
發前，多位暨南大學港生也作為志
願者自發到現場協助搬運。
在8日的發車儀式上，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通過視頻致辭表達了對四川同
胞的關切。據他透露，在得知四川地
震災情後，工聯會第一時間通過全國
總工會、廣東省總工會等機構與瀘定
縣總工會取得聯繫，了解到當地目前
急需的物資，便安排工聯會廣州中心
員工進行採買，並在7日晚準備好了
共計800箱賑災物資。在救災物資發
車現場，各類物資均貼上了印有「一
方有難 八方支援」的海報，整齊堆
放等待裝車。

一日募得善款21萬港元
香港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副
總主任邵建波表示，救災物資於8
日中午從廣州發車，預計22小時左
右可到達四川甘孜州瀘定縣，到達
後將由當地工會及紅十字會進行分
發。邵建波還透露，工聯會於9月6
日發起了「祝願四川同胞平安」捐
款行動，民眾可通過工聯App等網
絡平台捐款，亦可通過工聯會救災
慈善基金捐款。目前捐款開放僅一

日，工聯會就累計收到21萬港元捐款。募捐
渠道會開放至9月30日。

暨大港生幫忙物資裝車
在當天的物資裝車現場，多位來自暨南大

學的港籍學生也自發前來幫忙。港生林煥景
通過同學得知工聯會捐贈物資的消息後，便
主動聯繫工聯會報名參與
協助裝車。「在新聞上看
到四川地震災情的畫面後
我感到很心痛，所以也想
為他們出分力，希望四川
同 胞 能 夠 早 日 渡 過 難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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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救援隊入「孤島」搜救
村民自發組織車輛相助

6日，涼山州森林消防支隊的消防員們
星夜「強渡」大渡河，歷時近12個

小時，徒步行進30餘公里，成為第一支進入
石棉縣草科鄉這個路程最遠、道路最險、貫
通最難、搶險盲點最多的災區的國家專業救
援隊伍。該救援隊第一時間開闢了機降場
地，打通了草科鄉連接外界的第一條「生命
通道」，讓草科鄉實現了空運暢通。
7日8時，涼山州森林消防支隊再次從草科

鄉集結點出發，重點對和坪村泥場溝茅坪、
泥場溝村委會附近遂行搜救、轉移安置受災
群眾、排查危險建築、疏導受災群眾心理，
以打通災區最後一公里、貫通最後一道生命
線，全面實現救援力量對此次雅安震區的全
覆蓋和排查。歷經13個小時，當日21時，深
入草科鄉開展救援的隊伍陸續回到宿營地。
在和坪村裏，救援隊得知從居民居住的地

方到界碑處全程18公里，目前所有村民都已
安全轉移。由於擔心還有其他人員被困，救
援隊繼續向界碑處前進，挨家挨戶探訪搜
尋，細緻詢問當地群眾受災情況。路上遇到
多處塌方地段，不時還有石頭滾下。救援隊
通過時，遇有摩托車、汽車等被掩埋的地
方，就用搜救犬搜尋，確保現場沒有被困人
員。

村民：可安心待在安置點了
村民們特別感謝。一位村民說，他們每天

上來修房頂其實很害怕，萬一碰上餘震從房
子上摔下來很危險。經救援隊幫忙，現在他
們可以安心待在安置點了。為表示謝意，這
位村民從家裏拿出來兩塊臘肉想給救援隊，
被隊員婉拒後，他又返回屋裏拿出來自己種
的藥材送給隊員。救援隊一路搜索前進，村
民提醒前方危險，不要再往前走。村民們見
救援隊伍繼續前行，便自發組織車輛載着救
援隊前行，直到道路徹底中斷的地方。救援
隊則下車繼續搜索前進。當晚救援隊返回
時，視線受阻，且路段一直在落滾石，行動
受阻。白天送救援隊的村民們一直等候在返

回路段，準備再送救援隊一段路。

地震已致86人遇難
截至7日17時30分，瀘定災區共設安置點

124個，集中安置2萬餘人。為全力支持抗震
救災和重建家園，包括港澳台僑在內的愛心
捐贈持續湧入，多家央企已捐款超過11億元
人民幣。據8日晚在雅安市石棉縣召開的四
川省「9．5」瀘定地震抗震救災省市（州）
縣前線聯合指揮部新聞發布會消息，截至8
日12時，四川瀘定地震已經造成86人遇難，
其中甘孜州50人遇難、雅安市36人遇難，另
有35人失聯。
在震區，8支國家、省級醫療隊同步施援，

270餘名傷員得到有效救治。個別危重傷員，
還通過直升機等形式轉運至雅安、成都等
地。不少肩背醫療物資的醫生，跟隨消防
員、武警戰士翻塌方體、爬陡峭山路，為更
多受災民眾提供應急醫療服務。
受災民眾的安置工作以及心理疏導也在同

步進行。震後7個小時，安置點第一個「青
青兒童樂園」在雅安石棉縣開園。共青團四
川省委工作人員介紹，樂園「童伴媽媽」大
多由當地幼兒園老師組成，她們會通過手工、
閱讀為少兒進行心理疏導。此外，甘孜州民政
部門第一時間啟動線上與線下同步的公益心理
援助服務，四川省衞健委也派出心理危機干預
小組到達瀘定。

遇降雨四川避險轉移近兩萬人
為了更好幫震區「鎖龍」避災，成都理工

大學地災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
室組建了震後遙感應急遙感解譯小組，通過
衛星遙感與實地調查，不間斷速報地震誘發
的次生地質災害。
據中央氣象台預報，7日夜間至9日早晨地

震災區有一次降水天氣過程，雨量普遍中
雨，局部大雨。截至8日7時，新一輪降雨四
川全省共提前避險轉移19,500餘人，其中，
雅安避險轉移17,800餘人、甘孜1,400餘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澎湃新聞及央視報道， 8日是四川瀘定6.8級

地震發生的第四天，救援過程中爭分奪秒的生命接力從未間斷。在挺進震後

「孤島」雅安石棉縣草科鄉途中，救援隊為村民維修房屋，聯繫上家人，幫

村民治病療傷。同時，救援隊也得到了村民相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公
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局長王瑛瑋8日在北京出席
公安部新聞發布會時表示，為懲治電信網絡詐
騙犯罪，公安部嚴打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對網上非法倒賣公民個人信息等重點方向全力
開展專項會戰和集群戰役。同時，嚴打物料供
應網絡黑產，針對為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博
等犯罪提供銀行卡、網絡賬號等物料的團夥持
續懲治。據了解，9月5日到11日是中國網絡安
全宣傳周，其間，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一系列宣
傳活動，本次發布會是網絡安全宣傳周的系列
活動之一。
王瑛瑋介紹，公安機關嚴厲打擊「網絡水軍」

違法犯罪、黑客攻擊犯罪、打擊竊聽竊照違法犯
罪，並深入開展網約犯罪預警打擊等。其中，還
依法嚴厲打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對惡意竊

取中小學生、老年人等弱勢群體個人信息，非法
侵入政企系統竊取個人信息，郵政快遞領域非法
竊取快遞信息，以及網上非法倒賣公民個人信息
等重點方向全力開展專項會戰和集群戰役。

懲治為電騙提供銀行卡等物料團夥
此外，公安機關還深入開展網絡犯罪關鍵黑產

打擊整治行動，組織對為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
博等犯罪提供支撐的非法支付結算、技術支持、
推廣引流、「建站設施」開展專項打擊整治。
「百日行動」以來，江蘇公安機關就打掉一個為
賭詐團夥搭建網站、「跑話費」洗錢的犯罪團
夥，抓獲犯罪嫌疑人40名，摧毀一條利用大型
電商平台手機話費充值渠道，以「話費對沖」方
式為賭詐網站洗錢的新型「跑分」犯罪鏈條。
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二級巡視員孔長青指

出，隨着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和信息技術的快速更
新，為各類網絡犯罪提供支撐的網絡黑產相互交
織形成複雜生態體系，危害日益突出，且每年呈
現新的形態。在此方面，公安機關嚴打物料供應
網絡黑產，針對為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博、網
絡水軍等犯罪提供商網卡、銀行卡、網絡賬號、
域名等物料的團夥持續發起四斷、四治等行動。
「中國零容忍打擊涉數據安全違法犯罪。」公

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副局長李彤表示，公安機關
依法嚴打，深挖嚴打非法採集、非法竊取、非法
倒賣公民個人信息的團夥、個人，排查整治超範
圍採集、違規提供出售個人信息的企業，在「百
日行動」開展以來剷除了一批「數據黑企」「行
業內鬼」，還全方位加強網絡安全監督檢查，推
動建立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保持對各類網絡
違法犯罪高壓嚴打態勢。

公安部嚴打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8日從
中國民航局獲悉，9月5日12時52分，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瀘定縣發生6.8級地震後，民
航西南地區管理局、四川監管局按照相關應
急預案，第一時間啟動三級應急響應，成立
地震應急指揮部，要求相關民航單位立即排
查設施設備情況，相關航司做好應急救災運
輸準備。
民航局消息，四川省內多個機場均反饋人

員安全，設施設備及運行情況正常，相關機
場均可保障應急救災緊急運輸。民航局運行
監控中心在地震發生當天通過視頻會議要求
民航各運行單位全力做好抗震救災任務的民
航運行保障工作，加強協同配合，優先保障
相關任務，並積極協調各相關單位，高效配
合應急管理部做好無人機災情偵查和應急通
信保障工作。中國國際航空緊急保障中國國
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工作組行程安排。四川

航空安排3架A319型飛機和機組，為執行赴
康定等高原機場的救援運輸任務進行準備。
民航局稱，從地震發生至9月6日，災區共

有5家通航企業、3家無人機公司以及2架軍航
無人機參與了抗震救災工作，累計執行救援飛
行任務16批次。
9月7日，民航局召開四川瀘定地震航空應

急救援工作部署視頻會議，民航局副局長呂
爾學在會議上表示，民航局要在既有突發事
件應急機制的基礎上，立即成立瀘定地震航
空應急救援工作專班，高度重視信息報送和
應急處置工作，建立靈活高效、務實管用的
工作機制和高效的上下聯動體系，防止信息
不暢。各單位要加強與其他救援力量的對接
協調，協同配合做好應急救援工作。同時要
建立暢通的信息傳遞、處置機制，加強內部
信息共享，確保航空應急救援工作安全、高
效、順暢。

民航局成立航空應急救援工作專班

◆◆涼山森林消防救援隊深涼山森林消防救援隊深
入入「「孤島孤島」」草科鄉搜尋救草科鄉搜尋救
援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
8日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晉銜儀式。
上午11時許，晉銜儀式在莊

嚴的國歌聲中開始。中央軍委副
主席許其亮宣讀了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簽署的晉升上將軍銜命
令。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主持
晉銜儀式。
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北部

戰區司令員王強頒發命令狀，表
示祝賀。佩戴了上將軍銜肩章的
王強向習近平敬禮，向參加儀式
的全體同志敬禮，全場響起熱烈
掌聲。
晉銜儀式在嘹亮的軍歌聲中結

束。
中央軍委委員魏鳳和、李作

成、苗華、張升民，軍委機關
各部門、軍隊駐京有關單位主
要負責同志等參加晉銜儀式。

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軍官頒發命令狀

◀9月8日，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北部戰區司令員王強頒發命令
狀。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蝶中皇后」現身！廣東省林業局8日
透露，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金斑喙鳳
蝶」近日現身廣東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經確認，這是目前為止廣東南嶺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首次記錄到金斑喙鳳蝶的影像。
據介紹，「金斑喙鳳蝶」主要棲息在亞熱

帶或熱帶海拔1,000米左右的次原始森林
中，體長30毫米左右，翅展約110毫米，其
姿態優美，有「夢幻蝴蝶」「蝶中皇后」之
美譽。牠一年一般只能繁殖兩代，是中國特
有品種，中國唯一的蝶類國家一級保護野生
動物，位列世界八大名貴蝴蝶之首，野外生
存數量非常稀少，極少被人發現。
專家介紹，金斑喙鳳蝶在華南地區廣泛分

布，但僅在廣東、江西、福建、浙江等少數

地區有確切紀錄。南嶺地區擁有優越的生態
環境，給眾多野生動植物提供了繁衍的沃
土，在這生活的金斑喙鳳蝶亦為南嶺生物多
樣性和正在創建的「南嶺國家公園」添上了
濃墨重彩的一筆。

「金斑喙鳳蝶」現身廣東南嶺保護區

◆◆「「金斑喙鳳蝶金斑喙鳳蝶」」現身廣東南嶺國家級自然現身廣東南嶺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保護區。。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