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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 刘
夏村）记者 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
今年第 3号台风“森拉克”在西北太平洋
洋面上生成，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召开
防汛防台风会商研判会，进一步安排部
署台风“森拉克”防御和重点地区防汛救
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受台
风“森拉克”及季风带来强降雨影响，8
月 1 日至 6 日，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及四川盆地等地

的部分地区还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

这位负责人要求，有关地区防指要
高度重视防汛防台风工作，加强滚动会
商研判和预报预警，及时做好群众转移，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切实把确保人民生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海南省气象局 1日 15时 10 分变更
台风四级预警为台风三级预警。南海热
带低压已于 1日 14时加强为今年第 3号
台风（热带风暴级），命名为“森拉克”。
16时台风中心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偏西方

向约 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8级（18米/秒）。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8月 1日下午到
2日，海南岛西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大雨，
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地区有中雨，局
地大雨。另外，海南岛四周沿海陆地伴
有 6~7 级大风，阵风 8级。该风暴中心
将以每小时 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
北方向移动，1日傍晚前后在海南岛南部
沿海地区擦过，之后进入北部湾海面，强
度基本维持。

据了解，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

挥部办公室持续发布防汛防风Ⅳ级响
应，海南多地持续发布橙色雷电预警。
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持续发布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预警提示：三亚和乐东等市县
局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中小河
流洪水、城镇渍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风
险；陵水、三亚一带沿海将出现 2~3 米
大浪，应做好船舶安全避风避浪工作。
琼州海峡已于 7 月 31 日 18 时全线停
航，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进港航班正常，出港航班因天气
原因暂不放飞。

新华社合肥8月1日电（记者 程士华 张紫赟）
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8月 1日 9时
30分，在经过 12天的蓄滞洪后，蒙洼蓄洪区退水
闸正式开闸退洪。目前，淮河干流8个行蓄洪区均
处于退水状态。

记者从淮河水利委员会获悉，本次淮河洪
水调度过程中，淮河干流启用了蒙洼、南润段、
邱家湖、姜唐湖、董峰湖、上六坊堤、下六坊堤和
荆山湖等 8 个行蓄洪区。目前，8 个行蓄洪区均
处退水状态。其中，蒙洼、南润段、邱家湖、姜唐
湖和荆山湖 5 个行蓄洪区为有闸控制退水，董
峰湖、上六坊堤和下六坊堤 3 个行洪区为无闸
控制退水。

8月 1日 10时，润河集站、正阳关站、蚌埠（吴
家渡）站水位分别为 25.69 米、25.06 米、20.85 米，
分别超警戒水位0.39米、1.06米、0.55米；王家坝站
水位 26.69米，低于警戒水位 0.81米。洪泽湖蒋坝
站水位 13.37 米，超汛限水位 0.87 米。目前，淮河
干流水位仍在继续回落。

位于淮河干流王家坝段的蒙洼蓄洪区面积约
180平方公里，涉及王家坝镇等 4个乡镇，有 19.5
万人口，约18万亩耕地。随着退水闸开闸退洪，蒙
洼蓄洪区内的洪水将逐渐减退。下一步，当地将开
展灾后清理、防疫、抢种补种等工作。

今年第3号台风“森拉克”生成 海南局地迎大暴雨

国家防办等部署防御工作

蒙洼蓄洪区开闸退洪
淮河干流8个行蓄洪区均在退水

8月1日，船舶通过三峡五级船闸（无人机照片）。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7月31日发布调度令：8月1日5时起，三峡水库出库流量按34500立方米

每秒下泄，为近期因为长江汛情而滞留的船舶创造通行条件，及时疏散滞留船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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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日电 1日清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船洲军
营举行了升国旗仪式，雄壮的国歌响彻维多利亚港之畔，鲜艳的五星红
旗高高飘扬。驻军官兵整齐列阵、精神抖擞，面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庄严敬礼，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升旗仪式上发表讲话，向驻军
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驻军建设发展的香港特
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

陈道祥表示，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里程
碑。驻军作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将坚定不移听从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定不移推动“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行稳致远，坚定不移携手香港特区
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和爱国爱港人士守护香港再出发。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
“八一”升国旗仪式

8月1日清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升国
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中国陆军首批参赛官兵启程
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1日电（张治华 田定宇）参加“国际军事比
赛－2020”“坦克两项”坦克车组比赛、“开阔水域”舟桥部队比赛的北部
战区陆军某部官兵，8月 1日携带相关装备和弹药物资，从满洲里车站
乘铁路列车先行出境，前往俄罗斯莫斯科比赛场地。即日起，中国赴俄
罗斯参赛官兵将从满洲里、乌鲁木齐等地分批出发，乘坐军用运输机和
铁路列车前往各项目赛区。

据介绍，“国际军事比赛－2020”将于 8月 23日至 9月 5日在俄罗
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等国举办，中国陆军、空军将赴俄
罗斯参加 6个项目比赛。其中，陆军部队参加“坦克两项”坦克车组、

“安全环境”核生化侦察组、“汽车能手”汽车兵、“侦察尖兵”侦察班组、
“开阔水域”舟桥部队等 5项比赛，空军部队将参加“空降排”空降兵分
队比赛。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下调
美国评级展望至“负面”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 7月 31日发布报告，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维持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为“AAA”。

惠誉说，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以反映美国公共财
政的持续恶化和可靠财政整顿计划的缺位。

惠誉认为，新冠疫情之前，债务和赤字高企就已“腐蚀”美国的主权
信用。疫情冲击之下，美国出台财政刺激等措施，进一步推升债务。11
月总统选举在即，财政政策走向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选举结果，存在政策
僵局持续的风险。

“融资灵活性得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干预以修复金融市场流动
性的支撑，但不能完全消除中期债务持续性风险。”报告写道，“存在不
断增加的风险，美国政策制定者将不能充分巩固公共财政以在疫情冲
击过后稳定公共债务。”

报告预计，到 2021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
超过 130％。这一数据预计从 2023年开始稳定，但以利率维持低位为
前提。然而，“当增长和通胀开始后，非常低的市场利率能否维持存在
不确定性”。

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国会已经出台总额达 2.2 万亿美元（约合
15.3 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纾困法案，为低收入美国民众发放现金支
票，并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增设贷款项目。同时，美联储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零到 0.25％的超低水平，并开启无上限量
化宽松。

7月 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说，
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货膨胀，
并在中期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美国经济前景将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疫情进展。

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局预计，在截至今年9月 30日的本财政
年度，财政赤字将达到空前的3.7万亿美元（25.8万亿元人民币）。在上
一个财政年度，赤字为 9844亿美元（6.9万亿元人民币）。仅今年 6月，
赤字就达到8640亿美元（6万亿元人民币），为最高月度水平。

新华社特稿

俄外交部表示将对
欧盟制裁进行反制

新华社莫斯科7月31日电（记者 吴刚）俄罗斯外交部 7月 31日发
表评论说，俄将对欧盟以网络攻击为借口对俄实施的制裁进行反制。

评论说，欧盟 7月 30日决定以网络攻击为借口对俄罗斯进行单边
制裁，这个借口是没有根据和凭空捏造的，令人感到不理解和遗憾。欧
盟此举背后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评论指出，欧盟这一不友好的举动在外交领域会遭到回击，俄将对
此进行反制。

评论说，在快速发展的跨境数字空间内网络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冲
突的解决应该建立在多边磋商的基础上。目前，国际社会需要的是通
过协作和专业对话制定关于网络空间的通用规则，而不是单边制裁。
单边制裁只会引起网络混乱和政治对抗。

8月1日，在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海域，渔船整装待发准备开渔出海（无人机照片）。
当日，福建省海域的灯光围（敷）网、张网、刺网、桁杆虾拖和笼壶作业渔船结束为期3个月的休渔

期，开渔出海。在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近两百艘渔船起航驶离码头，开始海上捕鱼作业。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福建霞浦福建霞浦：：渔船出海庆开渔渔船出海庆开渔

越南、斐济报告首个新冠死亡病例
英国暂缓“解封”

7月31日，一名女子走过英国曼彻斯特街头
一处提醒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指示牌。新华社发

8月1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家电影
院，人们准备观看电影。

受疫情影响关闭四个多月后，这家位于莫斯
科市中心的电影院重新开始放映影片。新华社发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7月 31日 10时（北京时间7月
31日 16时），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 292527例，达到 17106007
例；死亡病例增加 6812 例，达到
668910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北京时间 8月 1日 6时 35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 17482778
例，死亡病例为 677017 例。美国
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
例 达 4550247 例 ，死 亡 病 例 为
153138例。

新闻事件

英国政府 7月 31日宣布，为防
控新冠疫情，政府此前计划于 8月
1日起实施的“解封”措施将暂缓执

行。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表示，最

新数据显示，英格兰社区新冠疫情

自 5月以来首次出现上升苗头，因

此决定推迟执行上述“解封”计划。

罗马尼亚官方 7 月 31 日公布

的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已突破5万例，达50886例，

过去 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 1295

例。这是该国连续 10天新增确诊

病例数过千。

根据肯尼亚政府的安排，肯尼

亚于 8月 1日正式恢复此前因新冠

疫情一直处于暂停状态的国际客

运航班。肯尼亚卫生部长穆塔西·

卡圭 7月 31日在内罗毕举行的吹

风会上说，肯卫生部等部门为此制

定了国际旅行指南，以确保国际客

运航班的恢复不会影响该国抗疫

工作。旅行指南将根据不同国家

的疫情状况及风险评估对乘客进

行分类。

据越南卫生部消息，越南 7月

31日报告全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死者为一名 70 岁男性越南公民。

这名死者有晚期肾功能衰竭、高血

压、心脏病等病史，长期接受透析。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

截至 7月 31日 21时（北京时间 20

时），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557

例，再创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日

本已连续三天新增确诊超过 1000

例。数据显示，日本累计确诊病例

已达36366例，累计死亡1010例。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 7 月 31 日

宣布出现首个新冠死亡病例，一名

66岁斐济男子因感染新冠病毒于

30日在该国第二大城市劳托卡一

家医院去世。斐济卫生部长伊费

雷伊米·瓦卡伊纳贝特当天在发布

会上介绍说，这名死者生前患有心

脏病，曾前往印度治病。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 陈
聪）记者 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了解到，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在中
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国家卫健委迅
速组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拟近期
赴香港开展工作，协助特区政府抗击
疫情。

据了解，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
队”由广东省卫健委从省内 20余家公
立医院选派约 60名临床检验技术人
员，其中 7名“先遣队”队员将于 8月 2
日赴香港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内地
核酸检测支援队”队长来自广东省卫
健委，曾担任广东省支援武汉医疗队
总指挥，这是首批中央政府派出支持
香港抗疫的内地专业队伍。国家卫健
委后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情需
要，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
支持。

同时，国家卫健委也已组建“内地
方舱医院支援队”，由湖北省武汉市选
派 6名有方舱医院实战经验的专家，
包括医院院长，以及院感、护理、建筑
和设计专家，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改建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和管
理经验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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