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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共销售1263.9万辆汽车，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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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在答记者问时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
事务。

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涉嫌参与发生在伊朗
等国家的“颜色革命”。中方表示，香港近来发生的一系
列事件中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这是否意味着中
方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其中？能否拿出任何证据？

华春莹说，近来，美国频频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颠
倒黑白、煽风点火。美政要及外交官员会见、接触反中乱
港分子，无端指责中国中央政府，为暴力违法行为张目，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要再次问美方，你们居
心何在？你们要借香港达到什么目的？”华春莹说。

她再次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中方敦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2日
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 7月，我国汽车产销量达1393.3
万辆和1413.2万辆，同比下降13.5%和 11.4%。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销 70.1万辆和 69.9万辆，同比增长 39.1%和
40.9%，新能源产销近期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保持稳步
增长。

据中汽协秘书长助理陈士华介绍，7月进入传统汽
车销售淡季，当月我国汽车产销 180万辆和 180.8万辆，
环比下降 5%和 12.1%，同比下降 11.9%和 4.3%。当前，
虽然整体产销降幅继续收窄，但是行业产销整体下降态
势没有根本改变。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表现不如上月，产销量环比和
同比均有所下降：当月产销完成 8.4万辆和 8万辆，环比
下降37.2%和 47.5%，同比下降 6.9%和 4.7%。陈士华认
为，受新能源补贴退坡过渡期结束的影响，7月新能源乘
用车销量出现下降，直接影响了新能源车整体增速。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 7月，汽车销量排名前10位的
企 业 共 销 售 1263.9 万 辆 汽 车 ，占 汽 车 销 售 总 量 的
89.4%。同时，这 10家企业中，与上年同期相比，长城和
华晨汽车销量保持小幅增长，其他企业均呈不同下降。

中汽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1至 7月汽车产销情况
来看，目前我国汽车产销整体仍处于低位运行。他预测，
随着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国六车型的不断增
多，消费者观望情绪有望得到改善。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高敬 王俊禄 秦华江

已致山东5人死亡7人失踪、浙江39人死
亡9人失联、73条河流超警……超强台风“利奇
马”已给多个沿海省份城市造成不小损失。

超级台风致多地受灾

据记者了解，“利奇马”本是一种形象“软
萌”、口感亲民的热带水果。不想此次却成为
一场 70年来登陆我国华东地区第三强台风
的名字。专家称，“利奇马”因其带来的狂风
暴雨成为今年以来最凶猛的台风。

11日早晨，江苏东北部、安徽东北部、山东
北部及渤海南部出现 8至 10级阵风，山东青
岛、泰安局地阵风仍能达到12级。“利奇马”所
带来的巨大雨量也威胁到相关地方安全。截至
11日，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山东等地自8月
9日以来有73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

从8日开始，“利奇马”已给所过之处造成
多项灾害，包括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
等。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2日 7时，台
风“利奇马”已致667.9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
面积23.4万公顷，倒损房屋4.1万间。

华北东北或长时间大范围降水

记者12日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

据初步统计，山东省受灾人口165.53万人，因
灾死亡5人、失踪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54
万公顷，倒塌房屋609间，相关灾情数据正在
进一步统计中。

为何“风往北吹”？中国气象局专家向纯
怡告诉记者，今年副热带高压比较强大，在其
引导下，“利奇马”没有在低纬度的广东等地
登陆，反而向西北方向移动。

专家提醒说，当前台风北上最大的问题
是将与台风作战经验较少的北方地区直接暴
露在台风面前。由于北方本身承受暴雨能力
偏弱，又普遍欠缺防台风的经验，会大大加重
致灾风险，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防汛抗旱技术专家组全部到位，针对水库
超汛限、河道泄洪、山洪易发等情况已展开专
业会商研判。山东省防指先后派出 8个工作
组分赴全省16个市现场指导台风防御工作，
督促各地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抓好防御
关键环节。

向纯怡还提醒说，台风登陆减弱并不意
味着降雨减少。“利奇马”对华北东北地区的
影响将是长时间大范围的，连续降水累积的
影响会很大。

专家表示，从 11日下午到未来 72小时，
华北东北地区有大范围降水。72小时后，可
能东北的东部还会有一些降水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4月份以来，鸡蛋价格结束连续 6个
月下跌开始回升，之后一直保持稳中上
涨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鸡蛋
价格环比上涨5%。

农业农村部禽蛋市场监测预警首席
分析师张超说，二季度是鸡蛋消费淡季，
蛋价一般处于下跌态势，但由于近期市
场供需阶段性偏紧、养殖成本增加，二季
度以来鸡蛋价格上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第一周鸡蛋

价格小幅下跌，全国鸡蛋零售价、主产省
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10.64元和 9.25元，
比7月第4周分别下跌1.1%和 3.3%。

张超说，中秋、国庆后，气温开始转凉，
蛋鸡“歇伏期”结束，鸡蛋市场供应增加；
市场消费需求也将出现季节性大幅回落，
鸡蛋供需偏紧局势将会缓解。同时，随着
鸡舍防暑降温成本降低，预计后期蛋鸡养
殖成本将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届时蛋价或
将明显回落。（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插手香港事务

舆情暖焦点

简单的举动
满是爱的暖流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丽聪

银发奶奶为执勤辅警
撑伞遮阳

新闻事件：安阳，一名正在交叉
路口执勤的辅警师晨然被烈日晒得
汗流浃背。忽然，他感到身后一把伞
遮住了强烈的阳光。原来是一位银
发老人正为他撑起一把遮阳伞。

8 月 11 日 7 时
40 分，一手 Video
首发相关报道，新华
网、北京青年报、北
京头条等多家媒体
微博转发，截至8月
12日 18时，视频播
放量达212万次。

传播数据：

212 万

女孩吃桃子过敏引发休克
众人援手

8月11日 19时
50 分 ，看 看 新 闻
KNEWS首发相关
报道，新浪视频、郑
州新闻广播、现代
快报等多家媒体微
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 8 月 12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达
138万次。③4

传播数据：

138 万

前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稳步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2日电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
光12日在北京就香港11日晚极少数暴徒在多处向警察
投掷汽油弹并导致警员烧伤一事表明态度，对实施这种
严重违法犯罪的暴徒予以严厉谴责。

杨光表示，11日晚，有极少数暴徒在香港长沙湾警
署、尖沙咀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多地向警察投掷汽油
弹，导致警员多处烧伤。对于这种丧心病狂、不计后果的
严重犯罪行为，我们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同时，我
们向受伤的警员表示慰问！

杨光指出，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和法治的
中坚力量。两个多月来，香港警务人员恪尽职守、依法履
职，在止暴制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克制、做出的重要贡献
有目共睹，赢得了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爱和
平安定的人的普遍赞誉和崇高敬意。但连日来，香港激
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严
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对香港法
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
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暴力
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我
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
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香港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

国务院港澳办予以严厉谴责

新闻事件：郑州市中原区一名女
孩吃了桃子后，身体产生过敏反应突
然晕倒在路边。路过行人纷纷上前帮
助，但普通急救方法不见奏效。这时
一位同样易过敏的女士站了出来，喂
女孩吃了抗过敏的药物，女孩随后被
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女孩已脱离危
险，正留院观察。

融媒工作室 出品

迎战“利奇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鲜果价
格同比上涨 39.1%，但环比下降 6.2%，影
响CPI环比下降约0.14个百分点。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说，自
7月份以来，随着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市场
上各类水果价格开始逐渐回落。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价格监测显示，7
月 2日全国红富士（80mm 二级以上）批
发价格达到最高点每公斤 14.71元，后逐
渐回落，8月 6日监测价格为 13.59元，下
跌 7.6%，进入 8月份后，随着早熟苹果陆
续上市，价格下降幅度将更大；6月 25日
全国黄冠梨（单重250g以上）批发价格达
到最高点每公斤 15.19元，后逐渐回落，8
月6日监测价格为6.88元，下跌54.7%，随

着后期鲜梨大量上市，后市收购价格、批
发价格有望回归到合理水平。

鲁芳校说，目前山东、陕西、山西、河
南、甘肃、云南、新疆、辽宁、河北苹果、梨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预计2019年苹果、
梨总产量将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产量，加
之进口水果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市场
供应充足，完全能满足市场需求，水果价
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
究员赵俊晔说，受不利天气影响，上半年
水果市场出现阶段性供给偏紧，5月、6月
价格显著上涨。其中，苹果和梨受去年春
季花期冻害减产影响，价格涨幅较大。但
7月以来已止涨转跌，价格开始下行。

进入夏季，部分地区天气炎热、降水
偏多，不利于鲜菜生产和储运。数据显
示，7月份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2.6%，影响
CPI环比上涨约0.06个百分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部分产区、部
分品种采收和运输受不利天气短期影响，
菜价出现阶段性上涨，但从整体看，前期
生产进度有所推迟的北方夏凉蔬菜大量
上市，尤其是西红柿等果类菜保持低位运
行。当前北方产区露地蔬菜种植面积总

体稳定，设施蔬菜种植面积继续增加，“北
菜南运”和“西菜东运”有效平抑了全国菜
价。

“下半年蔬菜整体价格可回落至常年
水平，三季度价格或低于去年同期。”农业
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首席分析
师张晶说，由于今年夏季冷凉地区蔬菜供
应整体相对充足，且上半年菜价较往年偏
高，后期扩种意愿高涨，如果不出现极端
天气，蔬菜供应形势将好于去年。

数据显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7
月份猪肉供应稍紧，价格环比上涨7.8%，
影响CPI上涨约 0.2个百分点，同比涨幅
为27%。

北京市民刘女士对记者说，最近猪
肉价格一直在上涨。“在近两年算是比较
高的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说，主要受非洲猪
瘟疫情的影响，前期生猪存栏及能繁母
猪存栏降幅较大，6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养
殖盈利大幅提升，后市预期十分乐观，部
分区域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明显提高，
生猪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

据了解，按照生猪养殖成本与出栏

价格测算，当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 120
公斤的肥猪，盈利额可达 600元，处在较
高盈利区间。

在东北等最早受非洲猪瘟疫情冲击
的区域，春节后疫情较为平稳，养殖场户
信心明显增强，生猪产能出现恢复迹
象。一些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则抓住时机
大幅扩张，一些新建项目密集上马，这都
有助于生猪产能恢复。

为稳定生猪生产供应，年初以来，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部
门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随着
国家和地方一系列措施落地，预计生猪养
殖企业产能将逐步恢复，为保障市场供
应、稳定猪肉价格奠定基础。”王祖力说。

果菜肉蛋价趋稳
美好日子更称心

□新华社记者 安蓓 于文静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8%，环比由上

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其中，食品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3%转为上涨0.9%，影响

CPI上涨约0.19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记者近日采访相关领域专家了解到，当前水果价格止涨

转跌，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生猪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蛋价或将震荡回落，主要农产品供给较

为充足，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强基础。

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生猪生产恢复向好迹象

第三季度菜价或低于去年同期 中秋国庆后蛋价或将明显回落

8月12日，在寿光市纪台镇尧河店子村，受灾菜农加紧排涝。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台风“利奇
马”对我省的影响将逐渐减弱，8月 12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我省依
旧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最高温度将达
35℃。

本周前期和周末，我省将分别有一
次弱降水天气过程。预计全省周降水
量少于常年同期。

受降水影响，本周前期北部、东部
气温相对较低，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势
力的加强，气温将逐渐升高，部分地区
最高温度可达 35℃。预计全省周平均
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北
部、东部 24℃至 26℃；西部山区 22℃
至 24℃；其他地区 26℃至 28℃。周内
极端最高气温：南部33℃至 35℃；其他
地区30℃至32℃。③8

“利奇马”对我省影响逐渐减弱

本周前有阵雨
后有35℃高温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 12日发
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万
亿元，同比少增3975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47.02万亿
元，同比增长 12.6%，比上年同期低 0.6个百分点。7月
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5112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69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4417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
关团体贷款增加2974亿元。

另外，7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6420亿元，同比少增
3867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1032亿元，非金融企业
存款减少1.39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8091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1.94万
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个
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5.3万亿元，同比增长3.1%，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2个百分点。

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06万亿元

水果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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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