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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华侨华人集会反“港独”
上千名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参加

俄 罗 斯

国防部公布米格-31
近太空飞行视频

旧金山华侨华人集会
表达爱国爱港心声
8 月 18 日，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心联合广场，当地华侨华人自发举行和平
集会，
表达爱国爱港心声。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英国海外领地直布
罗陀当局 18 日拒绝美国要求其继续
扣押伊朗油轮
“格蕾丝一号”
。
直布罗陀当局当天发表声明说，
不
会遵从美国的要求而发出新的拘捕令，

伊朗被扣油轮已获放行

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不适用于
欧盟。
声明还说，
“相比于美国的制裁条
款，
欧盟对伊朗制裁所涉及的范围要有
限得多，
而直布罗陀遵从欧盟的规定”
。
伊朗驻英国大使哈米德·巴埃迪

东京 7 月以来
持续高温致死百人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东京近来遭遇长期高温天
气，自 7 月以来中暑死亡人数达到 101 人。
据日本时事社 19 日报道，日本官方法医鉴
定机构东京都监察医务院透露，从 7 月 1 日至 8
月 18 日，东京中暑死亡人数达到 101 人，其中 91
人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
这是东京连续第二年在同一时间段内中暑
致死人数超过 100 人，2018 年同期东京有 164 人
中暑死亡。
日本近日迎来大范围长时间酷暑天气。仅 8
月最初的 4 天东京就有 19 人疑似中暑死亡，全都
死于无空调的室内。东京都监察医务院呼吁民众
适当使用空调降温，注意补充水分、盐分。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8 月 15 日发
布的报告，今年 7 月全球平均气温破纪录，成为
140 年以来最热的 7 月。

据新华社电 伦敦当地时间 18 《东方之珠》等歌声此起彼伏。
集会者
日中午，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变成
中有人手举五星红旗，有人高举“撑
了五星红旗的海洋。
来自英国各地的
警队、反暴力”
的标语，还有人拿着贴
上千名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当天在伦
有香港警察照片和极端示威者纵火
敦市中心的中国城广场自发集合，沿
照片的牌子……他们高喊“抵制‘港
路一直游行到特拉法加广场，举行
独’
“
”反对暴力”
“支持香港警察”
“中
“反暴力、救香港”
和平集会。
国加油”
等口号，现场气氛热烈。
集会开始前伦敦一度阴云密布，
本次活动由伦敦华埠商会、香港
暴雨如注，但恶劣的天气丝毫没有阻
新界乡议局海外联络处和 100 多个
挡住集会民众的热情。
“起来！不愿做
在英社团主办。
他们连夜打印了揭露
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 “港独”
分子暴力违法游行宣传材料，
们新的长城……”
在嘹亮的中华人民
发给英国民众和媒体，传递香港极端
共和国国歌声中，集会参与者群情激
激进分子暴力乱港的真相。
昂，他们沿路挥舞国旗，高喊爱国爱
当天的活动集会持续了一个小
港口号，表达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
时左右，虽然参与人数众多，但现场
施政、支持香港警察严正执法、反对
井然有序。
暴力的心声。
除伦敦外，在曼彻斯特、爱丁堡
在游行队伍抵达特拉法加广场
等英国其他城市，当地华侨华人和中
后，天气开始转晴，现场大大小小的
国留学生近日也自发举行集会，声援
五星红旗汇成红色海洋，
《义勇军进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呼吁止暴
行曲》
《我爱你中国》
《我的中国心》和
制乱，
恢复香港社会的和平稳定。

直布罗陀拒绝
美国继续扣押要求

日 本

内贾德 19 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
被扣油轮已于 18 日晚些时候离开直
布罗陀驶向国际水域。
“格蕾丝一号”先前悬挂巴拿马
旗。
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官员说，重新

起航前，油轮将更名为“阿德里安·德
里亚号”
，并悬挂伊朗旗。
7 月初，
直布罗陀当局在英国海军
协助下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
“格蕾
丝一号”
，
称其违反欧盟制裁令、
向叙利

亚运送原油。
伊朗方面否认这一指责，
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油轮。
8 月 15 日，
“格
蕾丝一号”
获直布罗陀当局放行，但美
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16 日发
出传票，
寻求继续扣押
“格蕾丝一号”
。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防部 19 日公布了一
段米格-31 高空截击机的飞行视频，该视频因显
示米格-31 截击机在近太空飞行而受到关注。
视频中的这架米格-31 截击机隶属俄太平
洋舰队海军航空兵。视频从飞机驾驶舱拍摄，包
括飞机起飞、爬升、在近太空飞行等镜头。俄东部
军区新闻处说，在此次飞行中，米格-31 截击机
的飞行高度几乎达到了极限。
此外，这架截击机还完成了拦截侵犯俄空域
的飞行器等任务。
米格-31 是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研制的双
座双发全天候截击机，配备强大的雷达和远程对
空导弹，主要用于在缺乏预警雷达支援的偏远地
区上空独立拦截敌方战机以及巡航导弹等目标，
目前仍为俄空军主力防空机型。

美 国

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
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
据新华社电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
报》18 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近三分之
二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
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
民调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贸易将
打开全新市场且对美国有利，美国无法回避经济
全球化。仅有 27%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贸易损害
美国制造业和其他关键行业，对美国不利。
与 2017 年的上一次调查相比，支持自由贸
易的美国人比例增加了 7 个百分点，与 2015 年调
查相比增则大幅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同时，本次
民调中反对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比例则较 2017 年
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
本次民调于 8 月 10 日至 14 日进行，调查对
象为 1000 名成年美国人。

乌 干 达

中企承建塞尔维亚
高速公路通车
8 月 18 日，在塞尔维亚中部城市利格，舞者在中企承建的
E763 高速公路奥布雷诺瓦茨—利格段上表演。
由中国山东高速集团承建的塞尔维亚 E763 高速公路奥布
雷诺瓦茨—利格段通车仪式 18 日在塞中部城市利格举行，塞
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副总理兼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米
哈伊洛维奇，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以及多名来自黑山和波
黑的官员出席通车仪式。
新华社 发

油罐车失控爆炸
造成 18 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乌干达警方 19 日说，乌干达西
部鲁比里济区 18 日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
目前已造成 18 人死亡。
警方透露，18 日下午，在鲁比里济区一条公
路上，一辆油罐车突然失控，撞向其他车辆，随后
起火、爆炸。事发后，附近的消防队立即赶往现
场，阻止火势蔓延。
目前，事故受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依法严厉惩处“村霸”、
“街霸”、
“市霸”、
“行霸”等黑恶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