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日上午获悉，查龙码头目前已
解除禁令，可以出海。虽然昨日普吉岛从
早上一直在下雨，但记者在码头注意到，
显示风浪警示的旗杆已经挂上可以出海
的绿色旗帜。停泊在码头的K.Y.S EN-
TERPRISE CO.，LTD 游 船 公 司 船 员
Noom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已接到公
司可以出海的通知，在等待一个来自中国
的旅行团的到来，大约10人左右，一行人
将乘坐他所在的Amadeus游艇出海。他告
诉记者，查龙码头停泊有大约10家游船公
司的船。Blue yacht club公司的船员Dew
也向记者确认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海上
没有大风浪，他们可以出海。

当地时间9日上午8点50分左右，红星新
闻记者在查龙码头遇到一行22人的上海旅行
团正准备乘船出海。船刚要出港时，天空下起
大雨。游客上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穿上救
生衣，有个小朋友第一时间被带到船舱里。

昨日上午11点45分，据公羊会搜救队
消息，因海面风浪极大，为安全起见所有人
撤离救援，暂停搜救作业，包括泰国政府的
军队也撤离了，具体恢复时间无法预计。

普吉岛查龙码头出海禁令解除

有中国旅行团出海

现场
直击

普吉岛查龙码头复航，有中国游客出海
摄影记者 张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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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暴雨死亡人数
已超百人

日本连日来的大范围暴雨
造成多地出现洪水、泥石流等灾
害。据日本媒体9日报道，大雨所
致死亡人数已超过百人，另有数
十人下落不明。

据共同社报道，截至9日上午，
暴雨所造成的遇难者已达104人，
其中受灾严重的广岛县死亡人数
最多，达42人。此外，广岛县、爱媛
县等多地仍有超过50人下落不明，
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还将上升。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9日在
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已增派救
援力量，从警方、消防部门、自卫
队、海上保安厅调配约7.3万人及
70架直升机全力投入救援。

洪水和泥石流造成建筑受
损、倒塌及道路浸水等问题。据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统计，截至
8日晚9时左右，有约2.3万人受暴
雨影响到避难所避难。日本政府
当天在首相官邸召开相关会议，
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在政府内设
立跨部门工作组，以更好救助和
安置灾民，并表明中央政府将对
灾区提供财政支持。 （新华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应询
介绍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影响有关政策考虑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9日应询介绍缓解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有关政策考虑。

有记者问：中方如何缓解企业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的影响？

答：对于美方7月6日加征关
税措施，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
击。中方在研究对美征税反制产
品清单过程中，已充分考虑了进
口产品的替代性，以及对于贸易
投资的整体影响。同时，我们将
研究采取以下措施：

（1）持续评估各类企业所受
影响。

（2）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
收入，将主要用于缓解企业及员
工受到的影响。

（3）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
构，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
豆、豆粕等农产品以及水产品、
汽车的进口。

（4）加快落实国务院6月15
日发布的有关积极有效利用外
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意
见，强化企业合法权益保护，营
造更好投资环境。

我们的政策组合还在不断
完善之中，也欢迎社会各界给我
们提供意见建议。如有个别影响
较为严重的企业，建议向当地有
关政府部门反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泰国普吉岛游船
倾覆事故搜救工作最新进展时说，经
多方核实，两船乘客中共有127名中
国公民，其中有5人未登船，实际登船
人数122人。其中75人获救，41人不幸
遇难，另有6人失联。目前，中方派出

的搜救队与泰方仍在全力合作开展
搜救。

华春莹说，中方要求泰方继续扩
大潜水搜救范围，并动员各方力量加
大搜寻密度。泰方已经表示，中国失
联游客下落不查明，搜救工作就不会
停止。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和外交部、

文化和旅游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工作
组会同泰方，积极为涉事中国游客和
家属提供全力协助，并就遗体保存、
辨认等问题与泰方保持着密切沟通。
泰方已在普吉设立3个家属联络中心
和1个接待中心，为事故伤亡人员和
家属提供善后协助，包括为家属提供
交通食宿以及“一对一”服务。

据华春莹介绍，8日，泰国总理巴育
就普吉游船倾覆事故向习近平主席和
李克强总理致亲署信，对事故遇难者表

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
致以诚挚慰问。同日，泰国外长敦也向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致电慰问。

华春莹说，巴育总理表示，泰王
国政府和所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事
件处置，迅速向受影响人员提供紧急
救助和妥善安排，及时成立了搜救指
挥中心，积极开展搜救工作，对事故
的全面调查也已展开。泰方将继续尽
最大努力搜寻失踪人员，并向所有受
影响人员和家庭提供必要帮助和支

持。泰国政府有决心尽最大努力避免
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华春莹说，中国驻泰国使馆派员
驻守机场、医院等场所，积极为涉事
中国游客和家属提供协助。除此前公
布 的 中 国 驻 泰 使 馆 求 助 热 线
（0066-642351752，0066-820367651）
外，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普吉领事办公
室开通24小时证件服务绿色通道，热
线 电 话 ：0945956158（国 内 拨 打
0066-945956158）。 （新华社）

特 别 报 道

实际登船中国公民122人 41人不幸遇难，另有6人失联
中国外交部：泰方已表示，中国失联游客下落不查明，搜救就不会停

“凤凰”号失事两天后，其负责
人被警方带走进行调查。这名负责
人的丈夫——华人男子张文豪此
前一直在船上做潜水教练。

据了解，该游船所属公司是
TC DIVING。船 是 在 2016 年 由
张文豪妻子向船厂定制的，2017
年秋季通过相关部门的安全检
验，去年9月首次下水，算是当
地游船中相当好的，属于豪华游
船，还没过保修期，维护都是船
厂负责。

这也是这间潜水小店名下唯
一的一艘船，张文豪的妻子负责船
只的管理与经营。据张文豪介绍，
事故发生时的船长名叫Somjing
Boontham，今年40多岁，有20多年
的船上工作经验。8日早晨，一位
泰国警察向记者确认，船长自事
发当晚至今被羁押。

“我没跑路，搬家是在事发前”

记者：有传言说你在“凤凰”
号出事后搬家跑路？

张文豪：搬家是因房租到期，
出事前一天就开始搬了，5日差不
多收尾搬完，下午船就出事了。搬
家和（沉船）这件事没有任何联系。

记者：这几天你都在做什么？
出事的时候你在哪里？

张文豪：忙着救援、联系等。才
听说传闻我跑路了，才想回应一
下。当时没在船上，我在店里忙着
收拾东西。船长和导游给我打电话
说船有点歪，我让他们赶紧准备救
援。我跑到码头通知海事局，海事
局说船比较少，让我们也去，我们
通知了同行，去了七八条船。我和
老婆也去了，后来听说救回来几十
人，以为救援成功了，后来发现不

是“凤凰”号上的人。

“凤凰”号主要对接中国游客

记者：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张文豪：我老婆是负责人，她

是泰国人，我相当于给老婆打工，
她负责运营，我负责带潜水教练。
公司除了一些船员船长，其他基
本都是中国人。

记者：船上的保险都有哪些？
“凤凰”号主要接待的是哪些人？

张文豪：无论船还是乘客，保
险都是买了当地最大额度的。公
司业务是针对中国游客，通过代
理然后接到客人，具体是我老婆
负责运营。出事当天接待的大部
分也是中国游客，船上提供一个
导游、一个领队。

记者：家属目前都联系到了
吗？有想过赔偿吗？

张文豪：出事后我们去医院
看受伤的人还有失联人员家属。

目前赔多少钱还没想，我们
本来没多少钱，可以借一下，更大
的压力来自客人、家属。

“凤凰”号是新船没过保修期

记者：有网友质疑船只超载，还
有传言说船底有两吨水泥，有这样
的情况吗？当初怎么定下这艘船的？

张文豪：没超载，“凤凰”号的
荷载是一百多人。有没有水泥我
不知道，船是去年9月买的，在普
吉岛这边的船厂定制的，算是当
地游船中相当好的，属于豪华游
船，还没过保修期，维护都是船厂
负责，船厂设计的。我老婆看了船
厂提供的图纸，挺好看的就接受
了，当地很少有这种大船，大船比
较安全，抗风。 （新京报）

昨日已是沉船事故发生的第4天，不少中国遇难者的家属都来到了普吉岛。红星
新闻记者了解到，除了希望尽快见到亲人的遗体，家属还提出了希望医院方妥善保管
遗体，事故有关方负责到底并给予合理赔偿以及尽快安排遗体运送回国等诉求。

泰国总理巴育昨日下午在查龙码头举行发布会时表示，对于违规情况，一定要彻
底追查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否到位、从业者是否遵照执行，不管是政府官员
还是从业者都要追究责任。各方必须负起各自的责任，必须合作，否则还可能会发生
错误。他们遭受巨大损失，无法挽回，但是必须不能让损失再次发生。

家属
追问

家属提出
问责赔偿等多项诉求

8日下午，有多位遇难者家属
提出：1、目前手续都已经配合走
完，什么时候让我们看遇难者本
人？2、医院方务必要完好保管遇难
者遗体，不允许出现遗体损坏的
情况。3、简化手续，安排认领了的
遗体，安全完好地送返中国。4、泰
方、船方需要为此事故负责到底，
并给予遇难者合理的赔偿。5、家
属不可能在这边待上一个月，希
望2周内能处理完以上所有事务。

以及国内能否开通绿色通
道，协助遗体接收工作，完成遇难
者国内后事等诉求。

对于第5条，有家属表示，希
望大使馆能大力协助我们，跟泰
方协商简化手续，尽快领回遗体。

一名广州遇难者的家属昨日
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她姐姐是第
一批第六个被找到的，为何这么早
就救起来人依然没救活？是否是泰
方医疗条件存在问题？为什么船上
的工作人员没事？为什么不紧急疏
散指示穿救生衣逃生？当天有危险
预警，为什么还出海？以上都是她
的疑问，但没有任何官方答案，有
的一些解释也是模糊不清。

昨日下午，中国驻泰国大使吕

健和泰国总理巴育先后来到瓦奇
拉医院与此次事故中遇难者家属
进行会面。在医院，吕健大使表达
了对遇难者家属的慰问和对遇难
同胞的深切哀悼。之后，针对家属
的一些提问和疑问做了解答。吕健
大使表示，中方政府已经安排专业
的律师团队，根据不同家庭的要求
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同时也
在督促泰方政府尽快进行身份核
实和事故调查，确保每位遇难同胞
都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中泰援助律师：
绝大部分诉求合理

云南乾鹏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俊
忠专门来到普吉岛为遇难者家属提
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针对家属们提
出的诉求，王俊忠和泰国当地律师
Sirichai先生逐条进行分析，并认为
家属诉求绝大部分合理。

王俊忠表示，家属对前三条
诉求并不涉及法律范畴，比如要
求有关方保管好遇难者遗体，“对
于我国公民在海外遇难，从人道
主义角度讲，医院等机构是有义
务保管好遇难者遗体的。”对于简
化手续，完好送回国，他表示，这
是政府的问题，有些航空公司不
承运遗体，这涉及到政府安排特
殊航班运回国，因为这些家属来

自不同地方，承运的地方也不同，
这些并不是法律范畴下的内容。

对于家属要求泰方、船方为事
故负责到底，王俊忠表示，“这是肯
定的，必须要负责。”他说，如果按
照中国法律来确定，这是重大生产
经营罪。泰方律师Sirichai对红星新
闻记者表示，根据泰国法律，船方
也是必须负责的。而泰国政府在沉
船事件中不负法律责任，但应该提
供相关人道主义的援助。

关于两周内完成所有诉求，Siri-
chai表示，中国过来的家属需要带上中
方的证明文件，证明他们是直系亲属
及遗体交接等手续，如果这些手续都

齐全，两个星期完成上述诉求是有可
能的。如果手续不齐全，就不一定。

对于家属提出的什么时候能见
到遗体问题，王俊忠表示，家属提出
这样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他表示，如
果按照中方的处理程序，一般三天
可以完成DNA鉴定，然后让亲人见
到遇难者遗体。对于广州遇难者家
属提出的亲人第一批被救上来却没
被救活的疑问，王俊忠解释道，可通
过解剖对死因进行鉴定，鉴定结果
才能解释真实的死因。“家属的要求
是正常的，他可以申请死因鉴定。”

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泰国普吉岛报道

失事游船负责人丈夫：

我没跑路 失事船只去年购得未过保修期
新闻
链接

四川宜宾的张翼和女友，当天也在那
片海域上，因同船的两名游客私自走远，
耽误了行程，一船人得以获救。

张翼和女朋友游芸5号早晨跟随1天的
旅行团出海，同船近50人去珊瑚岛和皇帝
岛。到珊瑚岛后，导游让大家自行活动一
下，然后向皇帝岛进发。“到了集合时间，导
游清点船上人数，发现少了两人。”张翼回
忆，约30分钟后，两名走散的游客上船。

开船后没多久，天黑了下来，刮起大
风。“船员说要下雨了，海钓的项目取消，直
接返回普吉（珊瑚岛）。”原本返航只要1小时
30分钟，可行驶了2个多小时还没到珊瑚岛。
张翼听导游说，船快靠近珊瑚岛时，又不能
动了，试了几次都没能启动。在海上被困四
个多小时后，他们等来了救援快艇。

“当时抱怨两名队员耽误行程的人，
获救后都不免感到庆幸。”张翼说，如果不
是被耽搁，大家可能同样落入大海。

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王卓然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罗敏

当天也在那片海上
队员走散耽搁行程获救

四川游客

泰国总理巴育在普吉岛查龙码头举行发布会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在泰国普吉，来自民间的公羊救援队与普吉蓝海救援队成员参与救援 新华社发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
逊9日向首相递交辞呈。舆论认为，
约翰逊辞职与他和首相特雷莎·梅
在“脱欧”立场上的分歧有关。

因与首相的“脱欧”立场不
同，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
戴维斯8日刚刚辞职。舆论普遍
认为，约翰逊与戴维斯在是否

“软脱欧”问题上与首相有分歧。
英国媒体报道，戴维斯在写

给梅的辞呈中说，当前的脱欧政
策会将英国大部分经济控制权
交给欧盟，让英国在与欧盟的谈
判中处于劣势。

戴维斯表示，自己无法支持
这样的政策，是一个“不情愿的
服役者”。根据报道，梅在回信中
表示，自己不赞同戴维斯就脱欧
政策作出的判断。

分析人士认为，“脱欧”事务
大臣辞职凸显英国内阁在脱欧
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可能进一步
拖累英国脱欧进程，并对英国经
济产生不利影响。

上周，梅宣布其内阁成员已
在“脱欧”问题上“达成一致立
场”，并将向欧盟建议在“脱欧”
后设立“英国—欧盟货物自由贸
易区”。此举被舆论广泛解读为

“软脱欧”。英国国内要求退出欧
盟关税同盟与欧洲共同市场的

“硬脱欧派”则批评其为对“脱
欧”誓言的背叛，因为“软脱欧”
将导致英国继续受欧盟贸易规
则限制，无法真正实现“独立”。

大致来说，“硬脱欧派”主张
英国彻底脱离欧盟和欧洲单一市
场，让英国全面掌控边界、移民和
司法政策；“软脱欧派”则主张不
要彻底与欧盟撕裂，让英国继续
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

戴维斯辞职之举如果引发
英国政府内部一些“硬脱欧”高
官效仿，可能动摇梅的首相地
位和权威，同时还可能引发英
国政府内部围绕脱欧问题的新
一轮政治争斗，进一步拖累脱欧
进程。 （新华社）

外交大臣辞职
英欧“分手”再添变数

当天有危险预警，为什么还出海？

泰国总理泰国总理：：
一定彻查一定彻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