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在宽度超过 1500

米的长江武汉段江面，一座“身披”

金秋黄的大型悬索桥一跨过江，犹如

金色巨龙卧伏江面。这座武汉杨泗港

长江大桥 8日通车，标志着长江上首

座双层公路大桥正式投入使用。

杨泗港长江大桥是武汉市第 10

座长江大桥。 大桥全长 4.13公里，主

跨 1700米，一跨过长江。这座大桥由

武汉城投集团公司建设、中铁大桥院

设计、中铁大桥局施工。 大桥上层为

城市快速路，双向 6 车道，设计行车

时速 80公里；下层为城市主干道，双

向 6车道，设计行车时速 60公里。

大桥上层两侧各设一条 2 米宽

的人行观光道， 共有 8 处休息观光

区，供市民停留欣赏江景。大桥下层

设有两条非机动车道， 每侧 2.5 米

宽， 这也是长江大桥上首次设置非

机动车道。下层每侧还设有 1.5米宽

的人行道，供行人遮阳避雨。

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 杨泗

港长江大桥总设计师徐恭义介绍，

这座大桥位处武汉“桥群” 河段，桥

址上下游 8.2 公里范围内就有武汉

长江大桥、 鹦鹉洲长江大桥等 4 座

大桥，基于通航等因素，以及长江治

水工程影响， 大桥最终设计为一跨

过江。

中铁大桥局杨泗港长江大桥项

目经理罗瑞华说，除主跨跨度大，杨

泗港长江大桥还具有通行能力大、

基础规模大、设计荷载大、设计结构

新、建筑材料新、使用功能新、建造

技术新等特点。 其中，桥面钢梁吊装

仅用时 36天就完成大桥合龙。

10月 8日，记者从淘宝、京东、苏

宁、唯品会处获悉，在休斯顿火箭队

总经理莫雷发表涉及中国香港的不

当言论后，上述电商平台均已对休斯

顿火箭队相关商品做出下架处理。

除上述四家平台外，记者搜索发

现，拼多多、考拉海购、天猫、分期乐、

国美均未在售火箭队相关产品。 比

如， 在分期乐和唯品会搜索 “火箭

队” ， 虽然页面依然显示火箭队球

衣，但在商品详情页面中均标识“商

品已经下架” 。 淘宝、天猫、京东、苏

宁、拼多多、考拉海购、国美则显示无

相关商品。 这意味着，国内九大主流

电商平台均未在售火箭队相关产品。

苏宁方面人士回应记者称，苏

宁平台上关于火箭队的产品主要是

球衣、球鞋等，目前已在苏宁易购全

平台下架。 “不一定是直接与 NBA

合作的产品， 而是平台上售卖的有

关火箭队的产品都已下架。 ”

考拉海购回应称，莫雷的言论严

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考拉海购

已下架休斯顿火箭队相关商品。 国家

主权高于一切，我们和所有中国人一

起，团结一致，共同捍卫国家利益。

唯品会回应记者称， 唯品会平台

涉及火箭队产品较少， 已第一时间对

相关产品下架。拼多多也向记者表示，

目前，拼多多无在售火箭队相关产品。

京东相关负责人介绍，“莫雷在

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涉及我国香港

的错误言论，我们感到无比愤慨并强

烈谴责，京东集团决定下架休斯顿火

箭队相关商品，维护国家利益人人有

责，请广大商家积极配合下架。 ”

对于阿里系电商是否会全线下

架火箭队相关产品， 阿里巴巴回应

称， 莫雷在推特上的言论严重伤害

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底线。 14 亿中

国人在涉及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

权的问题上，紧密团结在一起。 这个

问题是没有余地讨价还价的。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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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昨日下午再次发

表声明，决定立即暂停 NBA 赛事转

播安排。

声明表示：我们注意到正在日

本参加活动的 NBA 总裁亚当·肖

华回应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发表涉港不当言论一事。 对亚当·

肖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

的说辞， 我们予以强烈不满和反

对。 我们认为，任何挑战国家主权

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

由的范畴。

为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视体育频道决定， 立即暂停 NBA

季前赛（中国赛）目前的转播安

排，立即排查涉及 NBA 的一切合

作交流。

据了解， 按照原计划，NBA 中

国赛将于 10 月 10 日和 10 月 12 日

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进行。 两支前来

参赛的球队分别为湖人和篮网。

按照计划， 昨日篮网在上海有

一场 NBA 关怀行动， 不过根据

NBA 中国的最新邮件通知，这次活

动将被取消。 已经有球迷在网络上

表示，会选择退票的方式，拒绝到现

场观看今年的 NBA中国赛。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8 日就不久

前美国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总经理涉

港错误言论及此后 NBA 总裁相关

言论作出回应。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

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

箭俱乐部有关人士的错误言论向对

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国篮球协会

以及休斯敦火箭队的中方合作伙伴

也都相继发表了声明。

“我想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

楚了。 ”他说。

“另外，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普

通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

态度。 ” 耿爽说，“跟中方开展交流

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

行不通的。 ”

有记者问及，NBA 未来在华前

景如何？ 如想恢复同中方的关系，他

们应该怎么做？

“NBA 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已

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下一步应该

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

耿爽说。

央视体育决定暂停转播NBA赛事

外交部发言人：跟中方交流合作需了解中国民意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8 日说， 中方对美方将中国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等机构以及 8

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

干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商务部 7 日发布公告，

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及

其 18 家下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公安局和海康威视等 8 家中国企

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以所谓人权问题

为借口， 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公安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

安局等机构以及 8 家中国企业列

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实施出口

限制， 这种行径严重违反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损害

中方利益。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坚决反对。

耿爽说，必须指出，新疆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无权干

涉。 新疆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称

的所谓人权问题， 有关指责只不

过是美方为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

造的借口。 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

极端化举措， 目的是从源头上预

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

完全符合中国法律， 也符合国际

实践。 这些举措受到 2500 万新疆

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 也为国际

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美方

对中方的指责完全是颠倒黑白、

一派胡言， 只能进一步暴露其干

扰新疆反恐努力、 阻挠中国稳定

发展的险恶用心。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举措，坚

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耿爽说。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涉疆错误决定

美方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等机构以及8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据新华社电 应美方邀请，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

率团访问华盛顿， 于 10 月 10 日至

11 日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

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

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商务

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中央

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

部副部长郑泽光，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王志军，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韩俊，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

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

刘鹤应邀赴美

举行新一轮磋商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 8 日表示， 在过去的长

周末，暴徒在香港各区施行严重、广

泛的破坏行为， 包括针对港铁和目

标商户进行破坏、袭击普通市民，以

及设置非法路障并截查车辆等，已

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特区政府

会以最大决心制止这些暴力行为。

林郑月娥 8 日出席行政会议前

会见媒体。 她表示，暴徒的暴力破坏

行为对香港的零售、餐饮、旅游和酒

店业造成严重打击，影响共约 60 万

基层员工的生计。 特区政府将尽快

落实早前提出的连串措施， 帮助这

些行业纾困。

林郑月娥表示， 暴乱已经持续

近 4 个月， 必须采取一些更坚定的

行动去处理这次前所未见的恶劣情

况。 订立《禁止蒙面规例》的目的是

协助警方执法，以及避免人们，特别

是年轻人， 以为蒙面之后就无人能

辨别他们的身份而罔顾法纪， 作出

违法行为。

林郑月娥强调， 无论任何人，尤

其是外国人士，要评论香港现在的情

况，首先要客观地看事情，第二是要

认清事件的本质，第三希望他们有一

颗同理心，香港发生的事情要是在其

国家发生，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他

们不能恶意批评香港，或者为香港的

暴力示威者撑腰，说这是和平表达诉

求的自由，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

暴徒无法无天 特区政府决心止暴制乱

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媒体表示

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通车

全长4.13公里，主跨1700米

据中新网消息 深圳证券交易

所 8 日在官网发布关于长生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

告，深交所决定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终止

上市， 并自 2019年 10月 16日起进

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

一交易日，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公告称，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

法》第二条、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深交所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作出对公司股票实施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 公司股票

自 2019年 3月 15日起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 )》第

14.4.1 条第(十)项、第 14.4.2 条的规

定以及本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

见，2019年 10月 8日， 深交所决定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自 2019年 10

月 16 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

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 深交所将

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长生生物科技

股票终止上市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8 日发布消息， 因国际市场原油价

格小幅波动， 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

格机制测算，本次国内汽油、柴油价

格不作调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自

9 月 18 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

来，国际市场油价小幅波动，10 月 8

日的前 10 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 9

月 18 日前 10 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

比，调价金额每吨不足 50 元。 根据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

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

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这位负责人表示， 正密切跟踪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

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 进一

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 国际

油价小幅下降。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预计， 当前全球原油供求基

本平衡， 但影响油价运行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较多。综合判断，短期内

国际油价将呈震荡运行态势。

国内汽油柴油

价格暂不调整

壮观的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

国内电商下架火箭队相关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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