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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8人死亡

是否与台风“杨柳”有关？
据悉，相关部门根据事发现场

树木倒塌、铁皮房掀倒、电线杆断
倒、路灯倾倒等特征，结合天气雷
达回波特征分析，认定此次灾害为
突发龙卷风，龙卷强度为三级（国
际标准EF2级）。

中国天气网分析师表示，龙卷
风是一种非常小的涡旋系统，发生
时间短、空间尺度小、移动速度快，
生成和发展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定
时、定点的龙卷风预报是世界性的
难题。中国气象行业标准《龙卷强
度等级》已于8月1日实施，按照这
一标准龙卷强度等级共分为四级：

一级：阵风风速≤38米/秒（13级
及以下），龙卷强度弱，致灾程度轻度。

二级：38 米/秒﹤阵风风速≤
49米/秒（13-15级），龙卷强度中，
致灾程度中等。一般会导致建筑物
门窗倒塌损毁，屋顶轻度受损，少
量墙体倒塌；电线杆、路灯杆等杆
体倾斜，铁塔轻度受损；树干拦腰
折断，粗树干连根拔起。

三级：49 米/秒﹤阵风风速≤
74米/秒（15-17级以上），龙卷强度
强，致灾程度严重。建筑物大量墙
体倒塌，房屋结构破坏；电线杆、路
灯杆等杆体弯曲或折断，铁塔倒
塌；树木枝叶完全剥离，树皮严重
剥落。此次儋州龙卷风灾害就被认
定为突发性三级龙卷。

四级：阵风风速﹥74米/秒（17
级以上），龙卷强度超强，致灾程度
毁灭性。建筑物顶层完全破坏，房
屋夷为平地；铁塔严重扭曲；树木
树干严重扭曲。

龙卷风不仅会发生在陆地上，
也会发生在海面、湖泊上，是一种
强烈的、小范围的涡旋，其空间尺
度小，通常在100米到几百米范围
左右，很难超过一千米，中心风速
可达 100-200 米/秒；其时间尺度
小，生存时间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不等，极少持续超过几十分钟。但
这样速度快、体型小的龙卷风，造
成的危害可能比台风更严重。

时机巧妙

英国枢密院 3 名执政党保守党
成员28日代表首相向女王提出中止
议会申请，获得批准。

英国议会9月3日将结束夏季休
会，随后在9月9日至12日间某天再
次开始休会，直到10月14日。届时女
王将作例行年度议会演讲，宣介约翰
逊政府今后一年主张，由此标志议会
新一届会期开始。

女王演讲稿由政府撰写，一般列
举政府优先政策方向和希望推动的
立法。近年来，议会在每次女王演讲
前休会5至20天不等。

因而，从表面看，约翰逊要求议
会休会不算非常规操作。毕竟他7月
刚出任首相，需要公布立法优先事
项。而且，受制于冗长的“脱欧”立法
程序，本届议会会期已从 2017 年起
持续超两年。

但这意味着议员们9月3日起仅
获数天用于阻击“无协议脱欧”。多名
政府人士8月29日告诉英国《泰晤士
报》，相信企图“反水”的保守党议员
和反对党议员没有足够时间通过阻
止“无协议脱欧”法案。议员们如果打
算在女王演讲后再行动，时间相当紧
张，甚至可能要在10月21日至22日
议会就演讲表决后才有机会。

那时，10月17日至18日约翰逊

预期出席的最后一次欧盟峰会已结
束。无论能否与欧盟达成协议，那次峰
会可能就英国“脱欧”作出最终决定。

知情人士披露，多数内阁大臣28
日与约翰逊召开电话会议时支持首
相。个别官员提出，议会休会恐让政
府来不及在“无协议脱欧”时批准北
爱地区预算，且政府需要解释本次休
会期长于以往的原因。

反对声浪

约翰逊8月28日说，即便9月至
10月休会，议会仍有充足时间商讨“脱
欧”事务。女王演讲“无疑”与“脱欧”无
关，旨在关注国民保健制度、打击暴力
犯罪、投资基础设施和科学领域以及
降低生活成本等公共优先事项。他10
月将向议会提出一份“大胆、雄心勃勃
的国内立法议程”供审议表决。

然而，各党派多名人士强烈反对
政府举措。作为阻击“无协议脱欧”的
关键人物，一般不就政治事务发声的
下院议长约翰·伯科认为政府此举

“辱没宪法”，“显而易见，让议会休会
就是为了阻止议会讨论‘脱欧’”。

在英国总检察长杰弗里·考克斯看
来，约翰逊的决定既不违法、也不违宪。

27日就阻击“无协议脱欧”策略协
商一致的最大反对党工党党首杰里米·
科尔宾和自由民主党党首乔·斯温森已

致信女王，要求撤回批准休会决定。
苏格兰地区保守党领导人露丝·

戴维森定于29日宣布辞职。按照《泰晤
士报》的说法，戴维森辞职的正式理由
是身为人母负担过重，但她实际反对
约翰逊的计划，不支持“无协议脱欧”。

至少 5 名有意“反水”的保守党
议员先前披露，他们阻击“无协议脱
欧”的“最后一招”是在不信任动议中
投票反对政府。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29 日报道，
苏格兰民族党司法发言人乔安娜·谢
里已向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提出申
请，挑战政府中止议会的决定。反对

“脱欧”的英国民间领军人物吉娜·米
勒也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政府决
定作司法评估。

概率参半

约翰逊28日与内阁召开电话会
议时坦承，欧盟如果认定英国议会无
法阻挠“脱欧”，更有可能同意与英方
重新谈判并达成协议。

约翰逊承诺带领英国10月31日
如期“脱欧”，即便以“无协议脱欧”方

式，同时希望欧盟同意取消现有“脱
欧”协议中关联北爱尔兰边界的“备
份安排”，双方重新达成“脱欧”协议。

约翰逊认为，英国议会发生的事件
会对政府与欧盟的“脱欧”磋商造成“直
接影响”，议会一旦不再能够阻挠“脱
欧”，会对双方磋商带来“巨大不同”。

经过最近与欧盟方面的接触，约
翰逊认为欧盟已准备好转变立场，

“我们必须坚持把脚插在门缝里”。约
翰逊同时认为，英国目前“有协议脱
欧”和“无协议脱欧”都有可能。

一名欧盟高级别官员告诉英国
广播公司欧盟记者亚当·弗莱明，欧
盟立场不取决于英国议会。

但据彭博社报道，尽管欧盟领导
人公开对约翰逊政府表达不满，部分
官员私下却认为，“无协议脱欧”的风
险反而可能因此降低。在时间紧迫情
况下，议会可能在“无协议脱欧”和批
准“脱欧”协议中选择后者，而约翰逊
无法对现有“脱欧”协议作过多修改。

多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没有
排除与英方今后数周达成协议的可能
性。英国政府发言人宣布，双方已同意
下周起加强“脱欧”磋商。 （新华社）

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近达成最
终协议。美国军方领导人28日谈及这一
协议时出言谨慎，避免使用“撤军”一
词，强调任何协议都“有条件”，必须确
保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说，如果收
到邀请，俄方愿意成为美国和塔利班
和平协议的执行担保人。

塔利班说“快了”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
德2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布消息：

“我们接近达成协议。我们希望带来好
消息……”

美国和塔利班代表去年以来在卡
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多轮谈判，上周开
始第九轮谈判。谈判重点是外国军队
撤出、塔利班作出不支持恐怖主义承
诺、阿富汗内部对话和永久停火4 项
议题。双方在本月早些时候第八轮谈
判结束时说，谈判取得成果。

法新社以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
为消息源报道，塔利班高层正在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某地研究协议草
案，没有向在多哈的谈判小组发出草
案通过的指令。这名指挥官说，发出指
令可能需要一至两天时间。

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
苏海勒·沙欣 27 日告诉媒体记者，双
方代表争论个别词句，其余部分一旦
确定就有望达成协议。

美方避谈“撤军”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
夫·邓福德和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
珀 2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联合
记者会时，强调协议必须确保阿富汗
不会遭恐怖分子利用、发动类似“9·
11”的袭击。

就美国与塔利班可能达成的协
议，邓福德说，他不用“撤军”表述，而
愿意表述为：“我们将确保阿富汗不是
（恐怖分子的）庇护所，我们试着努力
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和稳定。”

埃斯珀说，协议必须确保阿富汗
“不再是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避风港”。

邓福德说，美国与塔利班达成的
任何协议都将“有条件”。 （新华社）

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29日裁
决，退回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贪腐案至
二审法院、即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朴槿惠当天没有出庭。

韩国最高法院要求，首尔高等法
院分开审理朴槿惠面临受贿指控与其
他指控，缘由是依据《公职选举法》，涉
及总统等当选官员的案件中受贿指控
需要与其他指控分开审理。

韩国媒体报道，朴槿惠的刑期因
而可能延长，缘由是法院审理关联多
项指控的案件时，一般不会针对每项
指控都判处最高刑罚。

路透社报道，韩国最高法院认为，
首尔高等法院先前裁决三星集团贿赂
时任总统朴槿惠时，对构成贿赂的理
解过于狭隘。具体指的是，三星集团涉
嫌花费巨款为朴槿惠密友崔顺实之女
购买三匹马术用马，而首尔高等法院
先前没有认定那三匹马是贿赂。

朴槿惠现年67岁，是韩国第一名
女总统。她2016年10月陷入“亲信干
政”丑闻，同年12月遭国会弹劾，2017
年3月正式下台，遭逮捕。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18年4月裁
定，朴槿惠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胁迫企
业、泄露公务机密等多项罪名成立，判
处她24年监禁；首尔高等法院2018年8
月作出二审判决，判处她25年监禁，比
一审判决增加一年刑期。 （新华社）

29日凌晨4时许，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发生一起突发性龙卷风灾害，目前已造成8
人死亡。

记者从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儋州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获悉，29日凌晨4点前后，儋州
市那大镇中兴大街与工业路交叉口往市区方向100米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位于该
地带的海拓香洲及相邻工地工人宿舍（板房工棚）倒塌，目前已知造成8人死亡，1人重
伤，1人轻伤。海南省政府相关领导及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的工作组已赶赴现场，相关
排查搜救工作目前仍在继续。

遇到龙卷风时该如何避险呢？在野外遭遇龙卷风时，应迅速朝龙卷风移动方向的垂
直方向跑动，伏于低洼地面、沟渠等，远离大树、电线杆、桥梁等，以免被砸、被压。如在汽
车中，应及时离开，到低洼地躲避，因为一旦汽车和人同时被龙卷风卷起，危害更大。

在家遇到龙卷风时，应远离和龙卷风同方向的门窗以及房屋的外围墙壁，尽可能在
龙卷风相反方向角落或比较坚固的小房间抱头蹲下，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地下室或半地
下室是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有这些设施，应立即躲进去；在楼上，特别是农村
的楼房内，应立即暂避到一楼比较坚固的桌子底下或厕所、储物间内。这是因为龙卷风
中心的气压极低，容易被龙卷风外吸、倒塌而殃及室内人员安全。

遇到龙卷风时 该如何避险 从历史数据来看，海南较少出
现龙卷风，年均不足一次。这次龙
卷因何发生呢？台风“杨柳”正在靠
近海南，并将于8月29日下午至夜
间登陆或擦过海南岛南部，龙卷是
否与台风“杨柳”有关？中国天气网
分析师石妍分析，造成这次龙卷风
的原因是台风云系快速扫过，导致
局地出现极端强对流天气。随着

“杨柳”靠近，海南岛和广东西部沿
海还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的不

利影响。
目前正值龙卷风多发的季节。

据统计，我国龙卷风以春末、夏季
和初秋发生居多，其中7月最多，4
月次之。一天之中，下午至傍晚最
易出现强龙卷风，70%的强龙卷发
生在12-20时之间。经过白天太阳
辐射，这一时段大气层结不稳定，
强对流天气最易发生。此外，凌晨
0-2 时也是龙卷发生的一个小高
峰。 （新华社、央视新闻）

龙卷强度为三级
会造成建筑物大量墙体倒塌

原因是台风云系快速扫过
导致局地出现极端强对流天气

英国议会“被放假”首相强推“脱欧计”
在10月31日英国“脱

欧”最后期限日益临近之际，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月
28日同意首相鲍里斯·约翰
逊的请求，让议会自9月第
二周某一天起开始休会大约
5周，直至10月14日女王作
演讲、开始议会新会期。

尽管约翰逊坚称休会与
绕过议会推进英国脱离欧洲
联盟进程无关，但休会将挤
压议会正常议事时间，为议
员阻击“无协议脱欧”设置障
碍。约翰逊同一天告诉内阁，
英国“有协议脱欧”和“无协
议脱欧”的概率各自参半。

分析人士认为，约翰逊
的这一计策是为了推行强硬
的“脱欧”政策，对内减少来
自议会的阻力，对外向欧盟
施压。但此举将增大“无协议
脱欧”风险，可能使英国付出
巨大代价。

塔利班说
与美国接近达成协议

韩最高法院把朴槿惠案
退回二审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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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杨正国、 林艳， 不慎遗失恒
大鑫丰 （彭山） 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收据， 收据编码：3012
465,金额123460元，特此声明。
●马寒秋 （身份证：51322619
9708090047）成都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书 （编号：1206
45201806000745），遗失作废。
●资阳市辉渝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保险发票，发票代码：44
00173130发票号 ：36404456，
发票代码：4400182130发票号：
04348127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成都博美世界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239911491）、杨伟杰法人章（编
号：5101239911492）遗失作废。
●武侯区簇桥街道七里村五组
吴绍良遗失 《征地搬迁农户住
房安置过渡协议》，声明作废。
●成都子初母婴护理服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
9976396）遗失，声明作废。
●青羊区妮基宠物生活馆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
5MA6CCEMH1Q），遗失作废。

● 遗失声明
本人李开芝（身份证号：51

0181196606223323）遗失全国
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证书一
本，证书管理号：123201850017
4，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大学于2002年取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编号 [2002] 第69
号 、编号 [2002]第70号 、编号
[2002]第71号、编号[2002]第72
号，共计四个，均遗失作废。
●青羊区卢姚记海鲜粥店 《食
品经营许可证 》 （编号 ：JY25
101050043135）副本遗失作废。

● 遗失声明
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

计院，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
45030559、5101045030560）
销毁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宝丽金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弥甲伟法人章（编号：510124
5101693）遗失作废。
●四川耀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99
38648）遗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蜀都化验设备厂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060
35876）、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08068337）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明阳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5101
04000096691） 经公司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 请公司的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相
关债权债务， 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公告。
●四川兰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MA6C9NK91
P）公章（编号：5101075322270）
法人何浩私章（编号：51010753
22273)遗失作废。

●兹有程靖、 王芳持有成都市
华兴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蜀镇观澜湖3-2-503房款收
据，编号：17275，金额为1万元;
编号：17381， 金额为7万元；编
号：17378，金额为109694元，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简阳市王建家庭农场 ，公
章 （编号 ：5120819003202）遗
失作废。
●余宇遗失由成都泛悦北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
收据，票号分别为FYBC0333，FY
BC0351，aFYBC1308声明作废。

●成都市大邑县五桐
沟电站 （普通合伙）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2
95006819）遗失作废。
●武侯区簇桥街道
七里六组尤素兰遗
失《征地搬迁农户住
房安置过渡协议 》，
声明作废。
●成都铭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9312160）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世朗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发票章 （编号：51010087
71836）遗失作废。

●成都格思塔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J6510037
675101）、 财 务 专 用 章 （5101
008470698） 法人章（5101008
740700） 发票专用章（510124
5009766）遗失作废。

●周小飞购买蓝润蓝客城一期
2栋1单元23楼2306号的购房定
金收据（编号：0010905，金额：
10000元）；购房首付款收据（编
号：0011076,金额：143951元）均
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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