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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0日电（记者
杨舟 颜昊）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10日
在救援情况通报记者会上表示，泰国救
援人员在渔民的帮助下又发现 3 具遗
体，基本可以确认为游船翻沉事故遇难
者。因此目前
确认遇难人数
上升至 45 人，
仍有 2 人生死
不明。

诺拉帕说，从发现地点、遗体特征来
看，基本确定新发现的 3 具遗体为“凤
凰号”游船翻沉事故遇难者，具体身份需
待家属辨认。

至此，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

45人，其中44人已经完成打捞。此外仍
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遇难者及失联者
均为中国游客。

9日和10日，普吉出现大雨和强风
天气，泰国海军第三舰队总指挥颂讷表

示搜救工作不会停止，泰国政府多个部
门以及当地民众都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搜
救工作。有关将被“凤凰号”船体压住的
一具遗体移出、打捞“凤凰号”船体等工
作仍有待天气好转后，经中泰救援力量
共同评估后才能进行。

泰国陆军方面则表示，已出动人力
对普吉、甲米、攀牙三府的海岸进行搜
索。

泰国第 8 区警察总指挥素拉沙说，
目前对于事故的追责仍在进行中，警方

已对事故相关
责任人进行起
诉和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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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人，其中游客 89 人，87 人为中
国籍。“艾莎公主号”载有42人。遇难和
失联人员均来自“凤凰号”。

事发后，泰国旅游警察曾称，在“凤
凰号”出海之前，当地政府发布了强风和
暴雨预警，“警告过普吉岛旅行社不要离
开港口，但他们多次不顾警告，带着游客
在海浪处于非常危险级别的时刻驶入安
达曼海”。

为何包括“凤凰号”在内的多艘船
只，不听从预报擅自出海？“凤凰号”船主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当天出发时天
气情况良好，他们未收到禁止出海的通
知，而且，出发时码头挂的是表示“可以
出海”的绿旗。

有导游称收到暴风雨提醒已是下午

在普吉岛当地从事旅游服务业的导
游大威告诉记者，通常，旅游从业人员会

实时收到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5日早
上，岛上一直有太阳，几乎没有风雨，很
多游船一早出海。大威从查龙码头的负
责人处得知，7月5日一共有80艘游船出
海。但这一说法暂未得到官方证实。

大威称，当天下午3时左右，他和许多
导游都收到气象部门发来的天气预报，预
报中提到：7月5日至12日，会有台风抵达
安达曼海附近。届时，泰国西南地区可能
受到影响，出现暴风雨天气。大威说，如果
提前获知会有极端天气，很多旅行社会选
择改变行程。但那天接到天气预报的时
候已经是下午，很多游船已经出海在外。

码头悬挂“天气良好”的绿色旗帜？

“自由号”游船与“凤凰号”在一个

码头出发。9 日，记者从“自由号”船长
处了解到，一般情况下他会根据天气预
报和码头旗帜的颜色判断要不要出
海。他称，7 月 5 日早晨普吉天气很
好，码头悬挂着绿色的旗帜，所以他们
的潜水游船正常出港。船长说，如果
气象部门明确预测有台风或者暴风
雨，海事部门会通知公司禁止出港，

“但 5 日没有接到这样的预警”。“自由
号”上，一名服务人员回忆道，7 月 5 日
的天气预报提到过普吉地区会有雨，
但出港时太阳很好，很多游船凭经验
判断可以出港。

另外，在泰国经营游船的负责人华
先生表示，5日早上天气晴好，自己没有
收到预警，他公司的 7 条游船全部出
港。到了7月5日下午4点多，他接到泰
国西南气象局发布的暴风雨提示，提示
中说7月5日到12日可能会有台风经过
安达曼海，普吉等地区会受到影响，出现
暴风雨天气，海浪会达到 2 至 3 米,建议
小型船只最好不要出海。

天气预报暂未发现禁止出海警示

另一名导游陈先生告诉记者，根据
当地规定，遇到台风、暴风雨、浪高过 3
米的天气都不可以出海。为了客人的安
全，他们每天都会了解天气情况，而码头
上悬挂的旗帜颜色，更是直接告诉大家
能否出海。“如果天气良好就会悬挂绿
旗，当天挂的就是绿旗”。

记者查询当地气象部门的官网和
社交账号主页发现，7月5日，天气预报
中写到，当天事发海域可能会出现浪高
2 米的海浪。记者注意到，如果发布出
海警示，气象部门的社交媒体主页上会
明确写出“小型船只禁止出海”或“所有
船只禁止出海”。但 5 日早上 7 时 33
分，其发布的 24 小时天气预报上，也只
注明“船只出海请谨慎”，未有“禁止”二
字。

据《北京青年报》

据新华社电 一年一度的西班牙“圣费尔明”奔牛
节 7 日在北部城市潘普洛纳拉开帷幕，将持续至 14
日。然而，首日奔牛致使5人受伤入院，次日又有4人
因伤入院，伤势较轻者数量更多。

按照惯例，奔牛节期间每天上午举行奔牛活动，体
重500多公斤的公牛在人群簇拥下狂奔在街道上，经
常发生公牛刺伤、踩伤人甚至致死的事件；夜间则举行
斗牛活动，最终由斗牛士杀死公牛。

奔牛活动中，公牛跑过的街道距离为825米。人
们有的跑在牛前，不时回头张望；有的跑在牛后，偶尔
故意触摸牛身。一般情况下，两三分钟就可跑完全程，
但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拖延至10分钟。

据当地红十字会官员介绍，7日至8日，已确认至
少9人因受伤而被送入医院治疗。另外，红十字会在
这两天里“协助”过将近100人，意味着他们伤势无大
碍，无需住院。

尽管安全措施不断强化，西班牙奔牛节每年导致两
三百人受伤，多数人摔伤、少数人被踩伤或被牛角刺伤。

泰国游：1000亿元的生意背后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遇难人数升至45人

7月9日，泰国总理巴育在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指挥中心召开新闻发布
会。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泰国总理巴育9日视察了游
船翻沉事故救援指挥中心，并到哇集拉医院看望了伤者和遇难者家属。吕
健说，巴育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尽快妥善处理有关事宜，杜绝此类事故再度
发生，并强调旅游从业者、游船公司等要严格遵从政府的预警，通过使用新
技术、新设备提高旅游安全水平。 新华社记者秦晴摄

泰国总理巴育视察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指挥中心

“凤凰号”为何不顾警告出海

西班牙奔牛节致伤多人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统计显示，2017年赴泰旅游的
外国游客总数超过3500万人次，为泰国旅游业创收超
过1.82万亿泰铢(约合366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
游客量超过980万人次。中国游客2017年对泰国经济
的贡献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

出境游中，泰国连续两年位列中国游客境外游目
的地第一名，2017 年共有中国游客 980 万人次到访。
另一方面，泰国游线路也成为了投诉和事故的重灾区。

2018年6月下旬，据英国《快报》报道，泰国位居全
球10个旅游风险最高国家排行榜中的首位。

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另一面是高风险和事故频出：
据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发布的数据，仅泰南地区，2017
年就有235名中国游客发生交通事故，其中8人死亡；
49名中国游客因涉水事故死亡。

泰国基础设施能否容纳泰国基础设施能否容纳？？

另一方面，随着入境游客数量暴增，泰国当地旅游
业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能否与之相适应同样值得思
考。

记者梳理发现，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途中的常
见陷阱有黑导游、诱导购物、以免费名义医疗旅游
等。

2018年5月，10名成都游客报团参加泰国的7天5
夜游，却遭到当地导游胁迫“强制消费”，一行人无奈从
芭提雅逃到了曼谷。泰国国家旅游局事后调查显示，
涉事导游没有导游证，属于在泰非法从事旅游工作的
外籍黑导游。

记者从一位旅游行业从业人士处了解到，东南亚
出境游中，旅行社通常会转包给第三方地接公司，负责
接待旅客实地旅行。第三方的资质是否合规、涉及高
风险旅游项目如潜水等是否有完善的装备和专业的教
练，都需要游客在出行前仔细甄别。

泰国屡次整顿泰国屡次整顿““零元团零元团””

“零元团”旅游操作模式已在泰国存在了20余年：
游客在所在国旅行社缴纳低于旅游成本价的团费，抵
泰后当地地接社把他们带入一系列旅行社指定的购物
店，并向其兜售自费项目，以游客额外的消费填补少交
的团费。

泰国政府近年来对“零元团”进行了整顿，2017年
10月，泰国负责旅游业的官员与业界代表就打击“零元
团”问题召开会议并达成4项决议，其中包括为中国旅
行团设立每人每夜1000铢(约合191元人民币)的最低
价。

免费出国旅游的名义也吸引了很多赴泰旅客上
当。2018年，江苏警方调查发现，多名江苏市民以免费
出国旅游及免费体检的名义被带至泰国，体检后骗取
其购买口服液、注射液等，被骗金额高达60万。

律师律师：：网络平台须承担相应责任网络平台须承担相应责任

针对在线旅游平台的责任边界，中国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
告诉记者，基于在线旅游平台的产品模式，往往采取自
营或者给代理商提供平台，在一些产品下会显示“本店
铺仅提供该旅游产品的代订服务”字样，这样的提示并
不意味着给代理商、平台提供了免责通道。另外，平台
作为旅游经营者应起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对旅游服务
商提供的产品进行审查，但在因第三人原因或旅游辅
助服务者导致损伤情况下，平台需“未尽谨慎选择义
务”时才承担相应责任。

在此次游船倾覆事故中，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旅
行社和游轮的运营方没有提示游客身穿救生衣，如果
政府部门事先有风暴预警，游轮运营方仍选择海上航
行，那么对此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
任。 据《南方都市报》

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10日说，
救援人员当天营救出受困洞穴的最后
4名足球队员和1名教练。至此，受困
13名成员全部获救，没有生命危险，救
援结束。

【救援结束】
“海豹突击队”10日晚间在社交媒

体“脸书”写道：“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奇
迹、是科学
还 是 什
么 。 12 名

‘ 野 猪 ’足
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全部从洞中脱
险，他们很安全。”

遇险少年足球队名为“野猪”，来
自清莱府湄赛县一所学校。球队由12
名11岁至16岁少年和一名25岁教练
组成，6 月 23 日训练结束后进入洞穴
群探险，因为强降雨灌入洞穴、阻断路
径而无法脱身；7月2日由国际救援人
员和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

找到。
经过多日考虑，救援人员决定以

潜水方式营救受困人员，8日和9日分
两批救出8名成员。最后一批获救的
5 人 10 日陆续由担架被抬出洞穴，随
后由直升机送往医院。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沙他那功
说，与前两日的救援相比，10日的救援

速度更快，共计19名潜水员参与。
“海豹突击队”说，最后一批足球

队员和教练获救后，三名在洞穴中陪
伴他们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和一名军
医最后离开洞穴。

【喜中带忧】
受困足球队成员全部安全获救的

消息传出后，在一处地方政府办公楼等
待的志愿者和媒体记者发出欢呼声。

欢呼和庆祝中夹杂着忧伤。营救
过程中，一名前海豹突击队员6日连夜
潜水往洞穴内运送氧气罐，出洞途中
陷入昏迷溺亡，引发震惊和悲伤。

现阶段尚不清楚最后一批获救5
人的健康状况。先前获救的8名队员
情况稳定，两人疑似肺部感染。医生
仅允许他们食用口味清淡、容易消化

的 食 物 。
不过，一些
少 年 则 要
求 吃 口 味

浓重的泰国菜，还有人在面包上涂抹
巧克力酱。

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前
几天致信泰国足协，表示如果这批小
球员及时获救，很乐意邀请他们赴俄
罗斯观看7月15日世界杯决赛。

然而，医生要求获救人员留在医
院观察一周。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无
法接受国际足联邀约。 新华社特稿

受困18天 泰国足球队全部成员获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