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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
事馆 6 日通报，根据最新搜
救进展情况，在泰国普吉岛
遭遇翻船事故的 127 名中国
游客中，已有 78人获救，确认
16人遇难。

据领馆介绍，“艾莎公主”
号上的 35 名中国游客全部获
救；“凤凰”号 92 名游客中有 43
人获救。已找到的遗体中，已确
认 16 人身份，有 12 人身份正等
待确认。另有 21人失联。受伤
游客已送当地医院治疗。

游船载有105人
返航遭遇大浪倾覆

一艘名为“凤凰”的游船 5
日下午从人气浮潜景点拉差岛
（又名皇帝岛）返回普吉岛，载有
105人，包括一名导游和 92名乘
客。多数游客来自中国。

从拉差岛乘船前往普吉岛
大约需要一小时。自称“凤凰”
号船长的颂晶在电视采访中说，
暴风雨来临后，他们大约 5日下
午 4时启程，途中，5米高的巨浪
拍中游船，大量海水涌入，船体
慢慢开始倾覆。

附近渔船和泰国海军赶来
救援，普吉府府尹诺拉帕·波洛
通5日晚说，救起48人。当天搜
救结束前，救援人员找到一名男
性遇难游客遗体。普吉府官员
证实他是中国人，35至40岁。

泰国媒体发布照片显示，一
些生还者坐在大型橡皮救生艇
上，身后海水翻涌。另一张照片
上，获救人员从救生艇爬上一艘
渔船。

当日还有游艇翻船
所幸人员全部获救

搜救 6 日一早重新启动。
普吉府警方说，6日海面较前一
天平静，救援队继续搜寻失踪人

员。
泰国海军副司令差龙蓬·贡

拉西 6日早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将派 30 名潜水员潜入“凤凰”
号，搜寻遇难者。按他的说法，

“凤凰号”已沉入 30 米深的海
底。

泰国海军 6日下午说，搜救
人员在沉没的“凤凰”号和海上
新发现 9 名遇难游客。遇难者
遗体正运往普吉岛。

普吉府官员说，普吉岛海域
5日发生另外两起翻船事故，所
幸人员全部获救。

当地曾发布暴雨预警
“凤凰号”当日照常出海

普吉府府尹诺拉帕说，普吉
府 4日发布暴雨预警，持续到 10
日，警告公众注意大风和强降雨
天气。

泰国副总理巴威６日下午
表示，涉事船只不顾气象厅警告
擅自出海，船长和船主应对此事
负责，并警告将采取法律行动。

泰国 PBS 电视台报道，受
恶劣天气影响，合计载有 263名
游客的 12艘船被迫继续停靠拉
差岛。政府向游客提供食物、
水和避险所，承诺如果天气状
况不好转，将动用海军舰船接
回游客。

普吉岛位于泰国南部马来
半岛西侧，处于印度洋安达曼
海。受气候影响，这里每年 7
月风浪较大，而马来半岛东侧
的泰国湾相对平静。 据新华社

泰国普吉岛发生游船倾覆事故
已确认中国游客16人遇难

记者从浙江省旅游部
门获悉，5 日发生在泰国普
吉岛的游船倾覆事故中，涉
及到的中国游客中有 37 人
来自浙江海宁。

经浙江省旅游局证实，
在此次事故中，有37名游客
来自浙江海宁海派家具有
限公司。截至 6 日 9 时 30

分，这 37 人中已有 19 人获
救，18 人失踪。目前，浙江
省旅游部门和海宁市委市
政府均启动了应急预案。
海宁一名副市长带队的工
作组已赶赴泰国，海宁市相
关部门也已组成善后小组，
在海派公司现场做后续处
置工作。 新华

7 月 5 日 18 时 45 分许，
两艘载有中国游客的游船在
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
大暴风雨发生倾覆事故。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
示，外交部和我驻泰国使领
馆要加大工作力度，要求泰
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全力搜
救失踪人员，积极救治受伤

人员。文化和旅游部要配
合做好相关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
示，要求全力搜救我失踪游
客、救治伤员，妥为做好善
后工作。要重视做好外出
旅游人员安全防范工作，通
过境外中国公民保护机制，
切实维护好我公民合法权
益，确保出行安全。 新华

主导东京地铁沙林事件
日本奥姆真理教
原教主麻原彰晃等
7人被执行死刑

因主导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等
系列恐怖事件造成大规模死伤的
日本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
晃，6 日上午在东京被执行死刑，
随后另有奥姆真理教成员 6 人在
大阪等地被执行死刑。

尽管这标志着奥姆真理教长
达 23 年司法审判告一段落，但受
害者家属和一些相关人士对司法
机构在未能弄清事件全部真相的
情况下便对这些死囚执行死刑表
示遗憾。

现年 63岁的麻原本名松本智
津夫，于 1984年成立奥姆神仙会，
后改名为奥姆真理教。麻原鼓动
很多弟子捐献家产到教团集体生
活，并利用一些年轻人的才智在
山梨县一处设施研制生产神经性
毒气沙林，其后制造了包括 1994
年长野县松本市沙林事件和 1995
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等大规模无
差别杀人事件，共造成 29人死亡，
6500人受伤。

麻原于 1995 年 5 月被逮捕，
他在审判中始终强调一系列事件
自己并未参与指示，推卸为弟子
自作主张。东京高院于 2006年判
处麻原死刑。包括麻原在内，奥
姆真理教共有 13 人被判处死刑。
今年 3 月，被判死刑的 6 名奥姆真
理教成员分别被移送到大阪、福
冈、广岛、名古屋和仙台等地关
押。 据新华社

因长期身陷丑闻
美环保局长辞职

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普鲁伊
特 5 日因长期身陷违规使用公
款、通过职权为亲属牟利等丑闻
辞职。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通
过社交媒体公布这一消息时说：

“我已经接受了环境保护局局长
普鲁伊特的辞职。”特朗普说，环
保局副局长惠勒 9 日起将代理环
保局局长。

普鲁伊特现年 50 岁，2017 年
2 月由特朗普提名担任环保局局
长。担任环保局局长期间，普鲁
伊特频繁被曝存在违反职业道
德、甚至荒唐的行为，如使用大量
公款支付旅行费用、利用自身地
位为其妻子谋取工作等。

据新华社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搜救失踪人员
李克强作出批示

记者6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了解到，泰国普吉岛游船
倾覆事故发生后，文化和旅
游部于 7月 5日晚启动应急
机制，要求驻泰国旅游办事
处了解事故情况，全力配合
驻泰使领馆做好相关工作，
要求业务司局全面排查核

实涉事游客等信息，指导督
促相关省市旅游部门做好
善后处置等工作。

据初步了解，涉事中国
游客多为通过在线平台订
购产品的自由行游客，涉及
江苏、浙江、广东、辽宁、河
南等省。 新华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应急机制
涉事中国游客多为网络订购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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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宁游客损失严重
当地已派工作组赴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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