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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文旅部办公厅宣布有条件恢复跨省团队游。目
前已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期，湖南旅游行业将提供具体的优
惠措施，
为旅客送上旅游
“大礼包”
。

16岁少年
抱摇摇欲坠窗户到凌晨

好去处
龙山县苗儿滩镇、凤凰县山江镇、溆浦县北斗溪镇、桑
植县洪家关白族乡等十个小镇成为新的十大特色文旅小
镇。这些小镇怎么玩，
请看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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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湖南招生6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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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团队游开放，
湖南旅游业准备好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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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坚决反对
美签署所谓
“香港自治法案”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 15 日就美方将所谓“香港
自治法案”签署成法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将美国会通过
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美方法案恶意
诋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威胁对中方实施制裁，严
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的制定和实施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有
关规定，
将为
“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提供制度和法律保
障，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有利于保
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得到包括广大香港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赞同。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
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美方阻挠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图
谋永远不可能得逞。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
中方将做
出必要反应，
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我们
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不得实施所谓
“香港自治法案”
，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
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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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严肃评估英针对华为事件
外交部：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针对英国政府要求本地
运营商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将华为公司设备
从本国 5G 网络中彻底移除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 15 日表示，中方将全面、严肃
评估这一事件，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
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
提问时说，英方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条
件下，以莫须有的风险为借口，配合美国歧
视、排除中国企业，公然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和自由贸易规则，违背英方已经做出的有
关承诺，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严
重冲击中英合作的互信基础，中方对此强
烈反对。
“这不是一家企业、一个产业的问题，
而是英方不计代价将商业和技术问题高度
政治化的问题，是中国在英投资安全受到
更明显威胁的问题，是我们对英国市场能
否保持开放、公平、非歧视的信心问题。我
们对此严重关切。中方将全面、严肃评估
这一事件，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
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

英国政府 14 日正式宣布，本地运营商
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将华为公司设备从本国
5G 网络中彻底移除。英国行业分析机构
“CCS 洞察”
公司消费者和连接业务总监凯
斯特·曼说，
这一决定给该国争取成为5G领
域全球领军力量的雄心带来
“沉重打击”
。
按照英国政府当天发布的最新决定，
政府将要求本地运营商在 2027 年前从 5G
网络中彻底移除华为设备。此外，今年 12
月 31 日以后，政府还会禁止运营商从华为
采购任何新的 5G 设备。
曼通过电子邮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政府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让人觉得特别
遗憾，英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已实施了一段
时间‘禁足’措施，这让本地对高质量互联
的需求水涨船高。
”
英国政府原本在今年1月已宣布有关加
强对本国电信业管理的决定，其中包括“高
风险供应商”
可以参与网络非敏感部分的建
设，
但是其市场份额限制在35%以内，
并且这
一指标日后还要重新评估以视情况调整。
曼指出，英国在 4G 时期的发展并不顺

利，而英国目前已有多家运营商开通了 5G
网络服务，
“ 这让英国拥有一个很好的 5G
发展开端”。因此，政府的最新政策转变对
英国的相关发展雄心来说无疑是个“沉重
打击”
。
曼说：
“这一决定不可避免会导致本地
5G 网络部署延后，以及运营商要承担更高
的总体成本。
”
英国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 13 日发布
的一份报告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将华为从
英国 5G 基础设施市场中排除预计会导致
更高的网络使用成本以及网络部署延后。
牛津经济研究院此前发布的一项调查
也显示，限制华为这样的关键设备供应商
在英国 5G 基础设施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将
让该国在未来 10 年的相关网络部署成本
提高 9%至 29%。
华为英国公司 14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英国政府这一决定对英国所有手机用户来
说都是“坏消息”，这可能会让英国进入数
字化发展的“慢车道”，增加消费者的开支
并加深数字鸿沟。

乐子

本报长沙讯 7 月 15 日 16 时，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至 16 日 20 时，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郴州、永州、怀
化、娄底将达 35℃以上，其中衡阳、株洲、郴州及永州北部局部将
达 37℃以上，请做好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 16 日，湖南西北部、北部局地有小到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好，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 37℃以上的
高温天气；17 日，西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17 日—20 日为降雨集中期，湘中以北有强降雨天气过程，
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具体来看，16 日 08 时至 17
日 08 时，湘西北、湘北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
州、张家界、常德部分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南风
2～3 级。17 日 08 时至 18 日 08 时，湘西、湘北阴天有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西部、怀化北部部分大到暴
雨，其中龙山、永顺、石门、桑植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晴天间
多云；南风 2～3 级。
气温方面，16 日—17 日湘西、湘北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
湘南持续高温。16 日最高气温湘东南 35～37℃，湘西北、湘北
29～31℃，其他地区 33～35℃；最低气温湘东南 25～27℃，其他
地区 23～25℃。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唐倩 陶梦霞 通讯员戴帅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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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的遥望
7 月 15 日，一名小游客在法国巴黎埃菲
尔铁塔顶层观景平台摆弄望远镜。
法国巴黎地标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当天
开放顶层观景平台，参观者可乘坐电梯至顶
层俯瞰巴黎全景。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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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司机被锁喉，
18岁学生挺身而出
7 月 13 日，浙江宁波，一名抽着香烟的中年男子上了公交
车。驾驶员发现抽烟乘客后，提醒乘客车内禁止吸烟，男子竟突
然卡住司机脖子。这时一名小伙挺身而出，上前拉开打人男
子。据悉，小伙今年 18 岁，是刚高考完的考生。最终，打人男子
被派出所带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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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回乡抗洪
偶遇父母后热泪盈眶

蹭售楼部空调学习
学生高考后写感谢信

整治不文明养犬
专项行动延至9月10日

11 日，武警安徽省总队机动支
队的叶立滔随部队驰援安庆市宿松
县。为不让家人担心，他没有告诉
父母。
14 日，在转移群众时，叶立滔听
到 有 人 在 喊 他 ，原 来 是 自 己 的 父
母。一家三口热泪盈眶，短暂相聚
后，
叶立滔又投入任务中……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企鹅号，看
战士回乡抗洪偶遇父母。

近日，
贵州锦屏。两名学生一年
来经常到学校附近的一售楼部蹭座
学习，高考结束后，他们特意留下一
封感谢信和两袋水果。
信中写到，感谢公司这两个学
期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清静的学
习环境，也感谢工作人员没有驱逐
他们。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企鹅号，看
学生高考后给售楼部写感谢信。

7 月 14 日晚，由长沙高新区公安
分局牵头，联合区综治局等部门组
成的行动组，深入园区开展规范养
犬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当晚，行动组来到辖区人
流 量 聚 集 的 区 域 ，对 不 文 明 、未 牵
绳、未办证、不规范养犬的养犬人进
行教育劝导。
长沙公安决定将全市不文明养
犬集中整治行动延至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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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退休人员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50元
7 月 15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湖南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 50 元。此次养老金调整范围
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含退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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