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由海宁市一名副市
长带队的赴泰工作组已在泰国
开展救援，协调当地的中方企
业、泰国江浙商会、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参与救援和家属接待等
工作。据介绍，工作组到了泰国
当地最大的处置医院，与志愿
者和游客服务中心对接，了解
遗体核实相关事宜，帮助后续
家属认领遗体。

救援力量还在加大。8日15时
50分，由海宁市长曹国良带队，共
11名政府工作人员飞往了泰国，
参加救援和善后工作。

海宁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还在等待前方消息，随
时准备迎接下一批回来的游客。

此外，泰海军人员说，目前尚
不具备打捞“凤凰”号的条件。

红星新闻记者 王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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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7日结束
第三次朝鲜之行，双方就会谈结果说
法显现温差。

蓬佩奥说会谈“富有成效”，在一
些方面取得“大量进展”；而朝方稍后
对会谈中美方展现的“态度和立场”表
达“遗憾”，指责美方只是单方面向朝
方提出“强盗般”无核化要求。

■ 提“澄清”

蓬佩奥6日中午时分飞抵朝鲜，作
今年4月以来第三次访问。一些政治分
析师说，蓬佩奥第三度赴朝，旨在推动
落实美朝领导人6月12日在新加坡会
晤中达成的约定。

继前一天会面将近3小时并共进
晚餐，蓬佩奥7日继续与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会谈，从上
午9时持续至下午3时。

据蓬佩奥的随行记者团报道，会谈
伊始，金英哲间接提及蓬佩奥一行在平
壤过夜一事。“我们昨天就非常重要的
事务作非常严肃的讨论，”他说，“所以，
想到那些讨论，你昨晚可能没有睡好。”

蓬佩奥回应，他“睡得挺好”。他补
充说，美国政府致力于与朝方达成协
议，即美方以经济利益换取朝方弃核。

金英哲随后说，他“有事要澄清”；
蓬佩奥回答，“我同样有事要澄清”。

两人“澄清”的具体内容不得而
知。美联社报道，蓬佩奥7日与金英哲
会面前，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和白
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通了电话。

■ 说“进展”

蓬佩奥离开平壤前说，这次会谈
“富有成效”。

“我认为我们在讨论的每一个部
分都取得进展，”他告诉随行记者，双
方今后需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等议题举
行更多会谈、做更多工作。

蓬佩奥说，美国五角大楼一个工
作组定于本月12日前后赴朝鲜半岛军
事分界线，与朝方官员磋商送返朝鲜
战争美军士兵遗骸的细节，就拆除朝
方弹道导弹项目相关设施的工作会谈
不久也将举行。

朝鲜中央通讯社7日早些时候报
道蓬佩奥访朝。报道说，由国务卿蓬佩
奥率领的美国代表团6日抵达平壤，将
出席就落实朝美领导人会晤所达成联
合声明举行的第一次朝美高级别会谈。

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新加坡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约定四
点：美国和朝鲜承诺建设新关系；创建
朝鲜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朝鲜重
申《板门店宣言》，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
无核化；美朝搜寻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
遗骸，朝方送返已确认的遗骸。

■ 表“遗憾”

蓬佩奥就访朝会谈表达看法后数
小时，朝中社援引朝鲜外务省一名发言
人的声明报道，这次会谈中美方展现的

“态度和立场”令朝方“非常遗憾”。
声明说，朝方本着朝美领导人会

晤精神和双方联合声明内容，就“平衡
落实”联合声明内容提出建设性提议，
包括双方就多项议题同步采取积极措
施；然而，美方背离朝美领导人会晤精
神，“只是单方面提出强盗般的无核化
要求”，要求朝方“完全、可验证、不可
逆”地弃核。

按声明的说法，会谈结果“非常令
人担忧”，朝美间的信赖不仅没有得到
进一步巩固，反而“造成可能动摇朝方
坚定不移的无核化意志的危险局面”。

声明说，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最快
方式”是采取“分阶段、同步性”措施。

蓬佩奥今年4月作为美国总统特
使秘密访朝，当时他是中央情报局局
长；5月以新任国务卿身份访问朝鲜。
那两次访朝期间，金正恩与他会面。

美联社报道，与前两次访朝以及
美方预期不同，蓬佩奥这次没有见到
金正恩。 （新华社）

蓬佩奥结束访朝
双方说法有温差

最新进展

特 别 报 道

普吉沉船事故 首批6名中国游客回到海宁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8日中午

说，泰国警方及有关部门已经对普
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
方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中泰双方当日在设立于普吉岛
查龙湾码头的救援指挥中心召开首
次联合新闻发布会。吕健说，泰国总
理巴育高度重视此次事故的相关处
置，要求泰方与中方保持密切合作，
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只要还有失
踪人员，搜救就不会停止，只要有百
分之一的希望，就会尽百分百的努力。

吕健表示，中方工作组将密切
配合泰国政府及军方的救援工作，
希望泰方尽快推进搜救工作取得进
展，尽快调查事故原因，尽快妥善处
理善后事宜。他还表示，希望泰国进
一步完善旅游环境和管理，使中泰
旅游合作在未来进行得更加顺利。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威拉萨表
示，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期，泰
国政府将全力搜救失踪人员，并全
力调查事故原因。中方在救援人员
及设备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

普吉府府尹诺拉帕介绍，泰方
搜救人员8日将主要展开潜水救援
以及海面和空中搜救。普吉府已经
向相邻的甲米府和攀牙府提出协
助请求，扩大搜救范围。

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表
示，警方初步调查确定失事船只的
两名船长为嫌疑人，对事故负主要
责任。警方已经传唤两名嫌疑人进
行进一步调查，同时还将扩大调查
范围，包括寻找更多目击证人。据
诺拉帕透露，目前已将全部气象资
料及港务厅批准船只出海的信息
交由警方调查处理。

据悉，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起诉两
名涉事船长，“凤凰”号船长被诉因疏
忽造成他人死亡，“艾莎公主”号船长
被诉因疏忽造成他人身心受损害。

此外，经中方推动，泰国普吉府
政府8日起专门设立两个24小时中
文 热 线 电 话 ：0066-76685394、
0066-76685395，为普吉游船倾覆
事故遇难者家属提供咨询服务。

（新华社）

泰国正式立案调查 中方也将参与

▲

最
新
进
展当地时间5日17时45分左

右，“凤凰”号和“艾莎公主”号在
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暴风
雨，船只发生倾覆并沉没。“凤凰”
号上载有105人，“艾莎公主”号
载有42人，两船上共有127名中
国游客。截至8日下午，翻沉事故
的总遇难人数升至42人，其中41
人为中国公民，仍有14人失踪。死
亡和失踪人员均来自“凤凰”号。

此外，在普吉岛遇险的中国
游客，正陆续回家。8日12时31
分，首批在事故中未受伤或轻伤
的6人乘坐CA718次航班抵达杭
州萧山机场。

据了解，8日15时50分，由海
宁市长曹国良带队，共11名政府
工作人员飞往泰国，参加救援和
善后工作。

海宁海派家具有限公司37名
员工及家属遇险，他们的遭遇牵动
着无数人的心。8日，首批在事故中
未受伤或轻伤的6人（其中3名为海
宁海派家具有限公司员工，3名家
属，包含1名儿童）回到了海宁。

海宁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告
诉红星新闻记者，这6人于普吉当地
时间07：04分起飞，海宁市应急处置
工作小组的工作人员以及涉事亲
属、海派公司员工、社区工作人员等

提前来到机场接机。北京时间中午
12：31分，航班抵达杭州萧山机场。

随后，有5人到海宁市人民医
院接受身体检查。据了解，医院开
通了绿色通道，尽快为他们检查
身体。海宁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5人中有1名有轻微的吸
入性肺炎，其余的均为体外伤，医
院为他们进行了诊治、换药，所有
的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经
全部出院。

首批6人回到海宁 在事故中未受伤或轻伤

又有11名工作人员 飞往泰国参加救援

此外，消息人士告诉红星新
闻记者，前方作业人员将撤下，带
人工作不是一般潜水员能做的工
作，待休整好后，9日再继续营救。

据泰国《民族报》报道，被困
多日而被营救出来的少年足球队
中，第一个被救出的少年是14岁
的“马克”（Mark），泰国名字为
Mongkhon Bunpiem。

报道称，他出洞的时间为当
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一处野战
移动医院接受了检查，随后登上
救护车前往飞机场地，被直升机
送往清莱府Prachanukraw医院。

Mongkhon的英文绰号为“马
克”。他从小就开始踢球，喜欢一
直穿着足球运动服，是少年足球
队的一名训练生。

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王雅林

历险
超两周

首批4名泰国少年
获救出洞

泰国一支少年足球队首批成员8日晚从清莱
府一座国家公园内一个大型洞穴群获救，结束超过
两个星期“历险”。

清莱府卫生部门主管托萨贴·汶通当地时间当
晚将近7时告诉路透社记者，“两个孩子出来了，现
在洞穴附近的野外医院”。

《曼谷邮报》报道，脱险少年足球队员后续由直
升机送往70公里外清莱府首府清莱市一家医院。

将近一小时后，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
队”在社交网站“脸书”上宣布，4名足球队成员已
经获救。

泰国清莱府府尹那荣萨8日晚在发布会上说，
4名被困山洞的少年足球队员当天傍晚被成功救
出，并已送往医院。当天的救援工作告一段落。

那荣萨说，前两位被困人员在下午5时40分左
右被救出，而第三、第四位则在晚上7时40分左右
被救出，当天的救援行动获得巨大成功。

另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目前第5、6个孩子
已转移至洞口最近的第三个洞室。

自遇险以来，球员们及其教
练身处一处地势较高的坡地，因
为水势依然过高而无法以常规方
式脱身，更因为近一段时期连降
暴雨、更多雨水可能灌入洞穴而
面临新威胁。

13名外国潜水专家和5名泰
国海军救援人员在8日10时左右
进入山洞，开始转移被困人员。那

荣萨向媒体记者宣布：“今天是
‘上岸日’，男孩们已准备面对任
何挑战……”

此外，来自泰国、中国、澳大利
亚、美国和欧洲等地的90多名救援
人员则分布在洞口到洞内安全营
地之间，使用绳索系统协助救援。

泰国警方当天清早在洞穴
入口处“清场”，用扩音器通知

聚集在那里的1000多名记者，
“与营救无关人员请立即离开
这一区域”。

球队13人“将在2至4天内陆
续出来”，参与救援的泰国军人差
隆猜·猜亚甘先前告诉媒体，“一
切都可能随（洞穴外）天气和（洞
穴内）水势变化而改变”。

（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

第一名出洞少年 14岁的“马克”已被送往医院

每名被困孩子带着防水面
罩，由2名救援人员护送出来。那
荣萨说，被困人员的精神、身体
状况较好，天气、洞内水位及医
护人员的准备情况都是最佳状
态，救援时间比预计的11个小时
短了许多。

他说，下一批被困人员将在
20小时以内开始转移，具体情况

需视被困人员身体状况而定。8日
救援行动结束后，指挥组、救援
组、医疗组及直升飞机、救护车组
等都将开会总结经验，并讨论下
一步救援计划。

记者在现场听到了直升机
的轰鸣，还听到了欢呼声。驻守
的泰国媒体拍摄到傍晚时分在
山洞上方盘旋的直升机。8日下

午的暴雨没有对救援进程造成
太大影响。

据此前报道，泰国海军特种
部队“海豹突击队”指挥官阿帕
功·育功胶6日说，洞穴内空气含
氧量已降至15%。一名泰国医务人
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
者，这意味着受困人员面临缺氧
症的风险。

如何救援 被困孩子带着防水面罩，由2名救援人员护送出来

参与救援 13名外国潜水专家和5名泰国海军救援人员

在通过水淹区域时，救援人员没有让孩子潜水，而是让其躺在密闭
的大型有氧塑料袋内。孩子可以方便地呼吸，并由潜水员带出洞穴

图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救援人员运送氧气罐 新华社发

“马克”此前的照片

运送被解救出的少年足球队员的救护车 新华社发

泰国12名年龄
在11岁至16岁之间
的泰国少年足球队
员和1名教练6月23
日进入清莱一处山
洞后失踪。泰国国
内外1000多名救援
人员进行了近10天
的搜索，于7月2日
晚在距洞口大约4
公里处找到他们。

连日来，被
困人员一边恢
复体力，一边接
受洞穴潜水专
家的潜水培训。
13名外国潜水
专家和5名泰国
海军救援人员
在8日10时左右
进入山洞，开始
转移被困人员。

依照设计，
每名被困人员
会由两名潜水
员护送，一人在
球员前面、一人
在球员后面，通
过潜水方式转
移。此前预计从
被困地点转移
至洞口将耗时
11个小时左右。

泰 国 清 莱
府府尹那荣萨8
日晚在发布会
上说，4名被困
山洞的少年足
球队员当天傍
晚被成功救出，
并已送往医院。
救援时间比预
计的11个小时
短了许多。

此外，
泰军方官
员透露，
救援人员
可能需要
2天至4天
才能将所
有受困人
员转移出
洞。

泰 国 少 年 足 球 队 13 人 被 困 洞 穴 追 踪

日本暴雨已致85人死亡

日本连日来的大范围暴雨引发严重
灾害，各地伤亡人数急剧上升，截至当地
时间8日晚10时，死亡人数已升至85人，另
有6人受伤严重，58人无法确认安全。

据日本警察和消防部门统计，此
次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是广岛县和爱媛
县，死亡人数分别达37人和21人。

日本国土交通省当天公布的统计
结果显示，连日来持续暴雨天气共在
日本28个道府县造成201例沙土灾害，
另有80条河流总计199处河段发生河
水泛滥，其中冈山县仓敷市小田川决
堤导致约5000户居民住房被淹、1000
多人等待救援。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公布的
信息，由于暴雨导致水管破裂和净水
厂被淹，日本17个道府县大约27.6万
户居民因此断水。

自5日以来，日本持续大范围暴
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统计以来的最
高纪录。尽管目前所有大雨特别警告
均已被解除，但日本气象厅仍呼吁民
众严密防范塌方和河水泛滥等次生灾
害。据日本气象厅预测，日本9日将被
高气压笼罩，气温将迅速回升，有些地
方的雷雨天气可能持续。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