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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近
两日，我国南北方持续高温，一些
地方暴雨酷暑交替出现，一些地方
的桑拿天气挥之不去。

粤闽赣皖仍受“烧烤”
用电用水屡破纪录

连日来广东最高气温不断攀
升。14 日，广东 80 多个市县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截至 15 日 10
时 30 分，除阳江、湛江外，广东
大部分市县仍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
警，韶关、梅州、河源等地气温在
35℃左右。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5 日福
建省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在 35℃以
上，省气象台发布的实时数据显
示，福州市区 13 时平均气温高达
36℃。

高温热浪继续席卷江西、安
徽。江西省气象台数据显示，12
日以来，全省大部日最高气温普遍
在 35℃—36℃。省气象台 15 日上
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记者姜刚从安徽省气象局获
悉，14 日安徽省最高气温普遍超

过 33℃ ， 其 中 有 26 个 市 县 出 现
35℃以上高温。合肥电网至 14 日
午间最大负荷已达 528万千瓦，短
短一周内上涨约100万千瓦。

记者吴锺昊从南昌水业集团获
悉，连日来南昌用水量均在 130万
吨以上。为保障用水，南昌水业集
团加强了水厂管理和人员巡查。

外卖哥中午真辛苦
爱心站温暖环卫工

入夏以来，南方电网广东佛山
供电局带电作业班吴慧峰所在的班
组，每月要执行 15 至 18 次各电压
等级的带电检修作业。

记者胡林果从广东电力部门了
解到，仅 2017 年上半年，南方电
网 广 东 公 司 累 计 开 展 带 电 作 业
16000余次，同比增加94％。

15 日，阳光炙烤，福州周末
外出人流量大幅下降，中午仍在路
上奔波的不少是午餐外卖的送货
员。今年 22 岁的福清小伙子郑雨
森是在校大学生，暑期靠送外卖贴
补学费。

郑雨森说：“午餐正是最热的

时候，选不了时间，顶着太阳也得
出去。”

记者刘旸在福州市鼓楼区主要
街道看到多处“环卫工人爱心服务
站”。服务站干净整洁，有空调、
饮料、躺椅等，环卫工人可在此纳
凉。

高温豪雨轮交替
防空洞中避酷暑

15 日正午，南京城区的气温
在 35℃左右，沿江苏南大部分地
区突破35℃。

记者陈刚、蔡馨逸报道：室外
是炎炎夏日，防空洞内却是清凉世
界。南京市人防办 15 日起向市民
开放了 8处防空洞；西安人防纳凉
中心配有电视机、除湿机等，并覆
盖无线网络信号。

迎峰度夏成为当前重要的民生
课题。烈日炎炎，热浪滔滔。15
日 12 时许，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
区幸福人家小区，电线杆上的温度
超过 40℃，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作
业，51 岁的合肥供电公司庐阳抢
修班班长陈兴和 3位同事完成电力

抢修工作。
14 日，江苏省气象台同时发

布高温报告和暴雨警报。在徐州，
从高温到暴雨，就在一天之间。

15日8时左右，徐州市突降暴
雨。在国网徐州供电公司青山泉变
电运维班，班长谢福永紧盯变电站
远程监控系统，查看着各个变电站
的防洪情况。

9时许，谢福永与同事冒雨奔
向 10 公里之外的 35 千伏泉河变电
站 ， 那 里 沙 袋 已 经 就 位 ， 泄 洪
沟、蓄水池一切正常，防洪水泵
正在全力排水。经过一个上午的
排查，中午大雨稍停，谢福永才
安下心来。

7 月以来，连续突破 40℃高
温 ， 让 陕 西 多 地 进 入 “ 烧 烤 模
式”。交警、环卫工人、电力抢修
人员坚守岗位，用汗水换城市的

“清凉”。
国网延安宝塔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王开介绍，公司实行 24 小时
值班。考虑到工人的健康，日常
设备检修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同
时提供矿泉水、西瓜等防暑降温
物品。

我国南北方持续高温
多地暴雨酷暑交替出现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侯雪静）记者 15日从中央气象台了
解到，南海热带低压已于 14日晚生
成，可能于 15日夜间加强为今年第
4 号台风，并将于 16 日凌晨到上午

在海南三亚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根据预报，15 日早晨 5 点钟南

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陵水东南
方约 320 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
即北纬 16.7 度、东经 112.4 度，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 7 级，中心最低气
压为1002百帕。

中央气象台预计，该低压中心将
以每小时5-10公里的速度缓慢向西
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可

能于15日夜间加强为今年第4号台
风，并将于 16日凌晨到上午在海南
三亚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自东向西
穿过海南岛南部后将于16日下午前
后移入北部湾，17日早晨在越南东北
部沿海再次登陆，以后逐渐减弱。

降水方面，华南南部沿海、海南
中东部 15 日 8 时至 16 日 8 时，有大
到暴雨，其中海南东部和南部沿海
的局地有大暴雨。

台风16日上午登陆海南

这是7月15日在老挝万
象三江国际商贸城拍摄的被
烧毁建筑。

老挝首都万象中国商户
聚集的三江国际商贸城 14
日傍晚发生严重火灾，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老挝三江国
际商贸城占地面积约 1.5 万
平方米，进驻多为中国商
户，主要经营日用百货、服
装箱包、机票签证、当地特
产和家电等。

（新华社发）

老挝一中国商户
聚集商贸城
发生严重火灾

新华社华盛顿7月14日电
记者 孙丁 刘阳

美国总统特朗普长子近日自曝
去年大选期间有关安排会见俄罗斯
律师的往来邮件，导致美国各界一
片哗然，“通俄门”事件呈现愈演
愈烈之势。

分析人士指出，“通俄门”事
件的最新爆料可能迫使特朗普正视
当局相关调查，并为有关特朗普竞
选团队涉嫌违反竞选法的指控提供
根据。“通俄门”不断发酵导致内
政议程举步维艰，或将成为特朗普
面临的重大挑战。

“通俄门”铁证？

《纽约时报》 近日报道，小特
朗普和一名“俄罗斯政府律师”曾
于去年 6月密会。对此，小特朗普
承认有过会面，并在社交媒体公布
了自己与会面中间人的部分往来邮
件，称公布出来是“为了做到完全
透明”。

这些邮件显示，中间人当时声
称，俄罗斯律师能提供影响民主党
方面希拉里竞选活动的官方文件和
情报，这些“高级别敏感信息”来

自俄政府授意。而获得这些材料有
助于父亲胜选是小特朗普同意会面
的主要原因。

此外，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
竞选顾问保罗·马纳福特也被曝当
时出现在位于纽约特朗普大厦的会
面现场。美国媒体 14 日的最新报
道又说，会面现场还有一名在俄罗
斯出生的美国说客，而且此人有苏
联情报部门背景。

尽管涉事的俄罗斯律师否认自
己与俄政府有关联，称并未提供能
影响希拉里竞选活动的文件和情
报，而涉事的说客也否认与任何情
报机构有关联，但很多美国专家认
为，上述最新爆料将成为“通俄
门”的重要证据。

涉嫌违反竞选法

“律师门”事件被曝光后，美
国媒体报道铺天盖地。随着事件进
一步发酵，各界呼吁调查的声音也
一浪高过一浪。由于美俄并未开
战，特朗普竞选团队不太可能因叛
国罪受到追究，但有可能面临违反
联邦竞选法的指控。

法律人士指出，是否违反了联

邦竞选法，将取决于小特朗普在会
见俄罗斯律师时是否获取了“有价
值物品”。联邦竞选法规定，禁止
竞选活动中谋取、接受或获得外国
资金、政治献金或任何“有价值物
品”。美国选举法专家、加利福尼
亚大学欧文分校教授里克·哈森指
出，“有价值物品”包括信息及针
对竞选对手的调查研究。

小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时辩解称，他与俄罗斯律师会面是
为了进行“竞选对手调查”。他
说，当时俄罗斯律师并没有表示
能够提供相关信息，自己也没有
收获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两人只
探讨了美国家庭收养俄罗斯儿童
的问题。

不过，小特朗普公布的邮件却
显示，他在得知能够获得有助于特
朗普胜选的材料后，回复对方说：

“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我求之不
得。”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
认，当时应该做出其他选择。

13 日，多个美国民间监督组
织联合向联邦选举委员会发起申
诉，指控小特朗普在去年大选期间
勾结俄罗斯，获得不当帮助，违反
相关竞选法律。竞选法律中心联邦

竞选改革项目主任布伦丹·费希尔
说，这一申诉是基于小特朗普提前
知道对方声称的希拉里“黑料”来
自俄罗斯政府，而根据竞选法，这
样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可被视为“对
特朗普竞选的帮助”。

内政议题寸步难行

“通俄门”事件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分析人士指出，对特朗普
来说，这一事件的最大风险是，共
和党议员可能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
前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而这可能使
他的立法议程受到影响。

医保改革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竞
选承诺之一。近日，新医保法案在参
议院审议时遭遇共和党内部阻力，迟
迟无法进入表决阶段。参议院多数党

（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为此
宣布推迟国会休会，但修改后的法案
依然无法弥合党内分歧，能否通过仍
存变数。

除新医保法案外，国会还面临
税改和预算等重点立法议程。如果
2018财年预算案未能在9月30日前
通过，美国政府将再次面临关门的
风险。

“通俄门”发酵 特朗普“内忧”难解

新华社荷兰阿姆斯特丹7月
14日电（记者刘芳 杨昕怡）中
国福建村民向荷兰藏家追讨章公
祖师肉身坐佛像的首场法庭听证
于当地时间 14 日下午在阿姆斯
特丹地区法院结束。由于被告奥
斯卡·范奥维利姆声称已将佛像
转手，福建村民诉讼代表坚持要
求法庭判决被告为其佛像转手之
说提供证据，并公布佛像新持有
者的身份信息。

原告律师指出，被告在答辩
书中自述，他在得知福建村民计
划提起诉讼时，与第三方达成交
换协议，用争议佛像交换了该对
方私人收藏的艺术品；该第三方
对佛像有关争议完全知情，希望
保持匿名。“根据荷兰《民法典》，
这种情况下的交换行为是对良好
道德的违背，对礼仪和秩序的冒
犯，也是‘欺诈性转让’，目的在于
阻却原告行使追索佛像的权利。”

据此，原告律师重申已于两
周前向法庭提交的补充诉求，要
求判决被告提交其所述“交换协
议”，公布第三方身份信息，并判
决此“交换协议”非法且无效。

范奥维利姆答称“交换协议”
仅为口头协议，并无书面文件，也
没有协议商谈期间的往来邮件可
供提交。其律师以第三方希望保
持匿名为由，要求当庭驳回原告
的补充诉求，未获法庭同意。

被告律师随即提出“原告诉
求发生改变，需补充答辩”，法庭
予以认可，并要求被告在六周内
提交补充答辩。

原定一小时的法庭听证持续
了三个多小时。就此前提及的各
项争议，如中国村民委员会有无
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所购佛像是
不是章公祖师、被告的购买行为
是不是善意取得、佛像内的肉身
是不是荷兰法律定义上无法产生

所有权的“尸体”等问题，控辩双方
继续各执己见。

原告申请对被告所购佛像做独
立的科学鉴定，范奥维利姆又以第
三方希望保持匿名为由予以拒绝。

法庭提议双方继续就佛像归还
进行谈判，且邀请“交换协议”中的
第三方也加入谈判。福建村民的律
师表示同意，范奥维利姆仍然以第
三方希望保持匿名为由予以拒绝。

听证结束后，范奥维利姆接受
记者采访，坚称所购佛像不是章公
祖师、佛像内含文卷所书汉字“不说
明任何问题”。他说：“佛像新的持有
者希望保持匿名，这不难理解。这件
事已经给我带来很多麻烦，他不想
有这些麻烦。”

代表福建村民出庭的中荷律师
团荷兰诉讼代表、荷兰籍律师扬·霍
尔特赫伊斯告诉记者，未来几个月，
此案的关键是让范奥维利姆公布谁
是佛像新的持有者。被告有权书面
陈述其拒绝公布的理由，福建村民
也有权再次提交书面陈述予以反
驳，然后法庭才将就此做出裁决，其
间可能耗时数月。

霍尔特赫伊斯说，“一旦得知新
持有者的身份，我们就可将他引入
诉讼程序，要求他归还佛像。如果法
庭驳回这一诉求，我们就继续主张被
告对佛像的获得不是善意取得、章公
肉身是荷兰法律定义的‘尸体’不可
被占有，并且主张被告将佛像转手对
村民造成损害，应予以赔偿。”

有关被告对中国村民委员会诉
讼主体资格的质疑，霍尔特赫伊斯
告诉记者，原告已向法庭充分证明，
依据中国法律，村委会具有特别法
人资格；荷兰司法判例表明，不是法
人也可提起诉讼，如有行使法律权
利的必要，“代表”也曾被荷兰法庭
接受。“所以，跨过这个涉及案件可
受理性的障碍，对我们来说不会很
困难。”

追索“章公祖师”首场听证会：

福建村民要求判决
藏家公开“第三方”身份

7月14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两位法官参加章公祖师肉
身像案首场法庭听证。 （新华社发）

新华社杭州7月15日电（记
者岳德亮）为了增强应对各类突
发事件能力，保障食盐供应安全，
浙江省政府近日决定规范管理食
盐储备，对食盐储备的规模、储
存、调用等进行了明确界定。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浙江省食盐储备管理暂行办法》
指出，自今年7月30日起，省级政
府食盐储备规模为全省上一年度
月均食盐消费量，其中小包装食

盐数量不低于储备量的二分之一。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批发企业
最低库存不得低于正常情况下一个
月的平均销售量。

暂行办法规定，出现下列情况，
可以调用省级政府储备的食盐：发
生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事件；
全省或部分市、县（市、区）食盐明显
供不应求或价格异常波动；省政府
认为需要调用储备食盐的其他情
形。

浙江规范食盐储备管理
三种情况下可调用

新华社芝加哥 7月 14日电
（记者汪平 徐静）“制止犯罪”
组织 14 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尚
佩恩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
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被绑架一案
中，将把对寻找章莹颖下落提供
关键线索者的奖金从 4万美元提
高到5万美元。

加上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承
诺提供的 1万美元奖金，目前为
找到章莹颖提供的悬赏金达到 6
万美元。

“制止犯罪”组织代表和章
莹颖的家人共同出席了新闻发布

会。章莹颖的家人在发布会上感谢
各方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表示仍希
望章莹颖还活着。

章莹颖的家人还说，如果任何
人能将章莹颖平安带回来的话，愿
意提供额外的奖金。

现年26岁的章莹颖今年4月前
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
校学习。当地时间 6月 9日 14时左
右，她在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后失
踪。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这一事件定
性为绑架案。联邦调查局6月30日
逮捕布伦特·克里斯滕森，指控他
涉嫌绑架章莹颖。

美方提高
寻找章莹颖的悬赏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