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这起经济纠纷导致的邮轮扣押事件中， 最无辜的是1659名

游客。这些游客滞留在济州长达40多个小时，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

中国旅游研究院有关专家针对此事指出，保护游客权益，任何

商业纠纷都不能劫持游客的合法权益。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及时致电中国

驻韩国济州总领事馆了解情况， 陈俊杰

领事介绍称，“海娜号”的韩国代理律师

将于16日缴纳保证金，如果法院允许，邮

轮将于今日离港。

陈俊杰领事介绍说， 得知济州法院

扣船后， 他们立即与韩国出入境等部门

协调。 沙钢船务方面要求缴纳3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690万元） 保证金才能释

放船只。但事发周末，保证金的缴纳过程

很不顺利， 所以造成邮轮一直停留在港

口。对此，中国驻济州总领馆积极应对，

与韩方协商，争取让邮轮尽快离港。

“海航已经将保证金汇给韩国的代

理律师，但因为是周末，济州法院不办公，

所以律师无法向法院缴纳。”陈俊杰说，等

今日（16日）律师向法院提交保证金后，

邮轮将可以离开。“提交后肯定也需要些

时间，但如果法院允许，当日即可离开。”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获悉这一事件

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并会同中国驻济

州总领馆推动韩方妥善处理纠纷， 尽快

放船，同时安抚滞留游客，尽可能为他们

提供各种便利。 在得知国内派包机来韩

接滞留游客后， 使馆与韩国外交部等有

关部门积极沟通， 推动韩方在最短时间

内办妥飞行许可等相关手续， 让滞留游

客尽早回国。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不满补偿金额 游客突发心脏病

海航的现金补偿从1500元上涨至2000~2300元

“海娜号”千余滞韩游客昨日回国

余下游客大部分将随“海娜号”一起回国，另有小部分游客将留下来继续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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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共有1100余名船上游客离开济州岛回国。 余下的

500多名游客大部分将随“海娜号”一起回国，另有小部分游

客将自行办理入境手续留下来继续游玩。

，

中国驻韩国济州总领事馆：

“海娜号”或今日离港

有游客表示，海航昨日凌晨提出了

解决补偿方案， 要求乘客在每人补偿

1500元或是一年内乘“海娜号”任意航

程免费， 同意的游客可以签署协议，然

后乘坐飞机离开，目前已有一些游客签

字离开， 但还有不少游客要求全额退

费。昨日上午11时一游客在与邮轮公司

理论时突发心脏病。

昨日下午，已离港踏上回国之路的

游客陈延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管理方

最初的方案是， 老人和孩子们先走，15

日上午10时直飞北京，只要在赔偿方案

上签字就可以走了。”他说，他的同伴中

就有两人第一批签字出发了。陈先生说

他还在第一批人中听到有四川口音的

游客。

他还说， 海航提出的赔偿费是每

人1500元， 接受方案的人签字后可以

立即下船。“但大多数对这一赔偿标准

感到很不满意，”并有人与海航人员发

生争执。

当时在邮轮上的北京游客黄先生

说，由于对补偿金额并不满意，现场有

五六百名游客正在跟邮轮公司理论，而

就在11点左右，其中一名大约五六十岁

的女士，由于情绪激动，在现场突发心

脏病，幸亏身边的游客带着药物，给那

名女士服用了之后， 病情缓解了许多，

该女士随后被邮轮上的工作人员送回

房间休息。

来自广州的陈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他通过旅行社，先从广州飞到天津，

再由天津上船，参加此次邮轮旅行，团费

是4000多元。9月13日晚上， 他听到邮轮

广播才得知邮轮被扣留一事。 当时广播

只说是纠纷，他们也并不太清楚情况，后

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9月14日晚10点多

钟， 他们才得到通知， 说15日坐包机回

国。在邮轮被扣留后，确实有游客非常不

满意，吵得很厉害，认为邮轮方面应该全

额赔偿损失。昨日早晨7点钟，他吃完早

餐，和邮轮方面签订了一个赔偿协议，当

时只说赔1500元。 但是登机后， 原来的

1500元增加到了2000元。“这个赔偿我还

比较满意。”

成都商报记者 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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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驻韩国济州总领事馆陈俊杰领事介绍称，“海娜号”的韩国

代理律师将于今日缴纳保证金，如果法院允许，邮轮将于今日离港

已安排突发心脏病老人就医

“海娜号”首批

滞留游客乘机抵京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当地时间15日晚10时43分， 由中国

海航派出运送“海娜号”邮轮滞留乘客

的第5架次飞机从韩国济州国际机场起

飞， 至此共有1100余名船上游客离开济

州岛回国。

据中国驻济州总领馆方面的消息，

当天海航共派出了5架次运送滞留游客

回国的飞机。 余下的500多名游客大部

分将随“海娜号”一起回国，另有小部

分游客将自行办理入境手续留下来继

续游玩。

游客感动

有工作人员给婴儿买尿布

昨日下午5时15分， 乘坐HU8006航

班包机的“海娜号”游客，陆续从T2航

站楼国际口走出来， 不少游客看上去十

分疲惫，但情绪都比较镇定。

“我昨天晚上一晚都没睡，嗓子都

哑了，一直在安抚朋友。”来自天津的李

先生，在一人交纳了3500多元的团费后，

组织了20个朋友， 一起乘“海娜号”出

行。而在“海娜号”被扣留韩国济州岛事

件发生后，大家对赔偿问题意见不一致，

开始争得比较厉害， 因此他挨个给朋友

做工作。李先生说，逗留“海娜号”的这

两天，船上吃饭和娱乐都免费，他喝酒、

聊天，时间也很快过去了，所以也没觉得

特别紧张。

而对于天津的赵女士来说， 等待回

国的时间反倒让她有些煎熬。 她昨日凌

晨3点多下了邮轮，但由于韩国当地有警

车一直围着邮轮，直到昨日下午3点过才

到机场开始办手续。

来自湖北武汉的陈延是“海娜号”上

的乘客。陈先生说，他11日从天津坐船出

发，开启了向往已久的韩国之旅，预计行

程是5晚6天，从天津抵达济州岛，然后抵

达仁川港， 游览仁川和首尔，16日从首尔

返回天津。可一切计划都在13日下午被打

乱。虽然在船上滞留了2天，但陈延的情绪

已经从最初的郁闷转为些许平淡。 他说，

被滞留期间，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吃喝等一切如常，唯一遗憾的是，“来

了趟韩国，去不了首尔。”另外，“从昨晚

（14日） 十一二点通知完今天的行程，结

果凌晨四点多领队敲门通知十点飞机回

京，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好。”经此折腾，陈

先生感到疲惫不堪。

另一位来自天津的年轻妈妈， 带了

一位9个月的婴儿，和父母一起参加邮轮

旅行。让她觉得感动的是，孩子那几天奶

粉和尿布不够了， 还专门有工作人员替

他们买。而老人的药品，船上也是免费提

供的。

部分游客

还想坐邮轮回来

昨日下午6时许，海南航空集团专门

在机场T1航站楼举办了新闻发布会说

明情况。 海航旅业邮轮游艇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韩录海介绍， 本来他们计划把

旅客在15日之内全部接回。 但由于时间

紧张， 第一班包机早上10点才从首都国

际机场起飞。此外，韩国济州机场宵禁，

再加上有些客人还想坐邮轮回来， 因此

不能把全部旅客接回， 但今日继续派飞

机或协调韩国方面放行船只。

作为HU8006的机长， 李双喜是在9

月14日晚10点才接到第二天要飞济州岛

接游客的通知。而昨日凌晨5点，他就已

经起床赶往机场，做飞机检查。“飞机上

的游客情况都还不错。”

在昨日海航的新闻发布会上， 海航

旅业邮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录

海称，目前最新赔付方案是现金与旅行二

选一模式，现金补偿是内舱客人2000元每

人，海景房客人2300元每人，旅行方案则

是一年内“海娜号”内舱房船票一张。

海航旅业董事长张岭介绍，“海娜

号” 被扣留后，9月13日晚上7点,101名服

务员在所有餐厅待命，分三个时段，一天

六顿餐饮服务。 船上所有娱乐设施开放，

增加7个小时娱乐时段， 此外广播随时播

报最新情况，并对游客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以及免费卫星电话和家人联系。

“为了把游客送回国，我们航班计划

投入超过千万。”张岭表示，邮轮上有两

位乘客，一个孩子发高烧，一个老人因焦

虑心脏病突发。目前已安排老人在韩国住

院治疗，他们将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

成都商报记者 赵倩

“韩国不是1952年和1999年两个国

际扣船公约的缔约国或参与国， 原本是

不能根据国际公约扣留他国船舶的。”海

航旅业邮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

录海强调， 他们和沙钢船务之间也并非

海事请求纠纷，也不是韩国国内当事人，

而且这起纠纷已在英国高等法院起诉，

韩国法院并没有管辖权。“海娜号”也不

是涉案船只， 韩国济州法院的扣留是典

型的错误扣留。“我们保留对韩国方面和

相关企业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 但我

们必须再一次对游客表示歉意。”

“因为是周五下班时突然扣船，我

们在周六凌晨3点把扣船通知要求的30

亿韩币支付给韩国当地律师账户， 要求

法院立即解除扣押， 结果被告知要周一

上班才答复。”海航旅业董事长张岭称，

韩国济州法院的做法属于故意不作为。

而对于和沙钢船务的船舶租赁纠

纷，张岭并没有直接回应成都商报记者，

只说扣押邮轮事件在国际上以前从未发

生，这是第一例。

关于纠纷 海航没直接回应

特别报道

中国邮轮韩国被扣

成都商报记者 赵倩 王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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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娜号”滞留游客抵达首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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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称船上有人突发心脏病，被送走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