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華客未登船躲過一劫
布吉船難41死6失聯 泰邀中方參與事故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外交部網

站及中新社消息，中國外交部昨日公佈

指，泰國布吉島遊船傾覆事故中，有5名

中國乘客未登船；兩船實際有122名中國

公民登船，其中75人獲救，41人不幸遇

難，另有6人失聯。泰國海軍第三艦隊總

指揮頌訥在當地官方的發佈會上說，搜救

工作目前還在進行中，將嘗試把被「鳳凰

號」船體壓住的一具遺體移出，並打撈

「鳳凰號」，相關設備已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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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昨日在北
京舉行。這是常委會專為大氣污染防治問題
「加開」的會議，聚焦中國「藍天保衛
戰」。當天提請審議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執法
檢查報告指出，環境監測制度落實有差距。
個別地方環境質量監測弄虛作假。

全國人大常委會加開會議審議
報告透露，山西省臨汾市出現大氣環境
質量造假窩案，2017年 4月至2018年 4
月，6個國控站點被人為干擾上百次，監
測數據嚴重失真。
報告提出，環境監測制度落實有差距。
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條要求環境保護
主管部門負責建設與管理大氣環境質量監
測網，但一些東中部區縣和西部大氣污染
嚴重城市監控點少、監控網佈局不合理，
個別地方環境質量監測弄虛作假。
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重點

排污單位應當對自動監測數據的真實性
和準確性負責。執法檢查組發現，有的
企業監測數據不準確，影響治污實效。
陝西金堆城鉬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如實公
開自動監測數據，檢查組現場檢測發現
測量濃度與標準樣品濃度差異遠超誤差
範圍，不符合技術規範。同時，企業線
上自動監測設備缺乏國家統一的技術質
量認證標準。

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待規範
此外，大氣污染防治法多個條款對政府

和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提出明確要求。報告
指出，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缺乏系統規範。
雖然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平台已經建立，但
是環境監測、污染源監控、監督管理等信
息系統兼容互通性不強，信息共享不夠。
重點企業排污信息公開不到位，公開信息
不完整、不準確、不及時。
報告還顯示，部分地區產業結構偏重、佈

局偏亂，能源結構調整不到位，運輸結構不
合理，成為大氣污染的主因。山東省傳統產
業佔全部工業的70%，重化工業佔傳統工業
的70%；河北邯鄲「城中有鋼」，石家莊
「煤電圍城」等問題突出；內蒙古包頭重化
企業圍城。部分配套法規和標準制定工作滯
後，新賦予地方立法權的274個設區的市、
自治州和不設區的地級市僅出台了14件大
氣環境保護地方性法規。
依照慣例，全國人大常委會每兩個月召

開一次會議，有時也會針對一些大事加開
會議。除本次會議外，常委會在過去五年
中，僅就憲法修正案草案和遼寧賄選案加
開過兩次會議，這也足見常委會對大氣污
染防治問題的高度重視。據了解，在兩天
會期內，常委會將審議關於檢查大氣污染
防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和審議關於全面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依法推動打好污染防治
攻堅戰的決議草案的議案，還將就此進行
專題詢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從
生態環境部獲悉，截至7月7日，第一批中央
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6個督察組對河北、
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
東、廣西、雲南、寧夏等10省區全部完成督
察進駐工作。各地已經問責4,305人。
5月30日至6月7日，督察組陸續對10省

區實施督察進駐。進駐期間，督察組共計與
140名領導幹部進行個別談話，其中省級領
導51人，部門和地市主要領導89人；對
120個地（市、盟）開展下沉督察。
督察組高度重視群眾環境訴求，截至7月

7日，共受理有效舉報38,165件，合併重複
舉報後向地方轉辦37,090件。

震懾「假裝整改」社會反響強烈
據介紹，針對督察發現的「表面整改」

「假裝整改」「敷衍整改」等問題，督察組
經梳理後陸續公開50餘個典型案例，引起
社會強烈反響，發揮了督察震懾、警示和教
育作用。

各被督察地方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環境
保護督察工作，對群眾舉報問題建立機制、
立行立改；對督察組通報問題舉一反三、深
入查處、嚴肅問責。經過努力，一批群眾身
邊的環境問題得到解決；一批整改不力不實
的問題得以再次查處；一批督察整改過程中
形式主義問題得到嚴肅問責；一批被故意掩
蓋的問題得以曝光並全面整改。
督察組交辦的群眾舉報生態環境問題，地

方已辦結28,076件。其中，責令整改22,561
家；立案處罰5,709家，罰款51,062萬元；
立案偵查405件，行政和刑事拘留464人；
約談2,819人，問責4,305人。河南省邊督邊
改問責達到1,015人，廣東省拘留環境違法
人員162人，江蘇省處罰金額近2.4億元。
根據安排，各督察組已進入督察報告起

草和問題案卷梳理階段，並安排專門人員繼
續緊盯地方邊督邊改情況，確保尚未辦結的
群眾舉報能夠及時查處到位、公開到位、問
責到位，確保群眾舉報件件有落實，事事有
回音。

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
十省區問責逾四千人

大氣污染執法檢查
揭臨汾環境質量造假窩案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浙江在線及中新網
報道，7月8日中午12時31分許，首批在
事故中未受傷或輕傷的6名浙江同胞乘坐
CA718航班抵達杭州蕭山機場。其中3名
為海派家具公司員工，3名員工家屬，其
中包含1名兒童。
第一名出現在人們視野裡的倖存者是個

未成年的孩子，被家人用毛巾包住，緊緊
地抱在懷裡。另外一位倖存人員，一出來
就和家屬緊緊地抱在了一起，臉貼着臉。
當天14時，其中受輕傷的5人到海寧市

人民醫院接受進一步身體檢查。先前在醫
院等待的家屬看到他們下車，一下子眼睛
就紅了。海寧市委書記朱建軍看望慰問首
批回家的海寧遊客。
根據通報，這5人中，其中1人有輕微

吸入性肺炎，其餘4人為體外傷，均已出
院回家休養。醫院後期將繼續隨訪，並做
好心理干預。

泰國布吉遊船翻
沉事故目前已致
42人遇難、14人

失蹤，其中絕大部分為中國公民。7
日起，遇難、失蹤、受傷遊客的家屬
陸續抵達布吉。同胞有難，布吉當地
的華僑華人紛紛伸出援手，盡己所能
幫助他們處理善後事宜。
8日下午3時，布吉國際機場5號大

廳內，布吉華語導遊聯誼會會長楊恩
泰匆匆吃了幾口盒飯，就趕緊去接待
即將抵達的遇難者家屬。他負責機場
義工的協調工作，清晨5點就來到機
場進行佈置和安排，下午才吃上這天
的第一頓飯。他說，截至8日下午，

機場的義工已經接待了30位遊客家
屬。
為了第一時間將家屬順利送往目的

地，楊恩泰和其他60多名義工從7日
開始就全天駐守在機場，安排各項接
待事宜。

設置快速通道 為家屬辦簽證
經中國駐泰使領館和中國政府聯合

工作組與泰方協調，泰方已在布吉國
際機場、布吉哇集拉醫院設立家屬聯
絡中心，還在布吉府設立家屬接待中
心，提供諮詢和協助。
記者在布吉國際機場看到，義工配

合機場邊防設置快速通道，為家屬辦
理簽證、登記資料並核對信息。隨
後，他們將家屬送上泰國方面提供的
車輛，前往哇集拉醫院和布吉行政機
構醫院。為了增加運力，義工還提供
了4台私家車隨時待命。
哇集拉醫院主要接待遇難者家屬，

泰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總會副秘書
長周昭耿在這裡協助家屬填寫表格。
他說：「原本前兩天計劃出差，聽說
中國同胞在布吉島遇難，就立馬取消
了原定航班，直接從曼谷飛到布
吉。」
哇集拉醫院家屬聯絡中心秩序井

然。家屬來到醫院後與泰方醫護人員
確認遇難者照片和信息，晚上再由義
工統一安排到酒店入住。周昭耿說，7
日已經有17個家庭在此登記，8日則
更加忙碌。醫院一側的場地中央擺放
着許多椅子，不少義工隨時待命。
在布吉島經商的華人陳蒙是事故發

生後第一批參與搜救的義工。他說，
事發當晚，布吉當地許多行業協會就
自發參與救援，組成救援物資隊、出
海打撈隊、安排住宿隊、車輛調配
隊、義工隊等。

「5日晚上，在當地開酒店的華僑
華人馬上就準備好了100多個房間提
供給義工和家屬，並聯合7家餐廳提
供食物。」陳蒙說，此外，大家還創
建微信群，組織捐款，購買所需物
資。
一方有難，八方來援。泰國廣西總

商會旅遊部主任葉浩基說，不光是布
吉島的華僑華人，來自曼谷、芭堤
雅、蘇梅島等地的民間團體和個人也
立刻趕來參與救援和服務工作。
一些傷勢較重的病人要轉到曼谷去

接受治療。周昭耿說：「位於曼谷的
義工也已作好準備，時刻準備接受任
務。我們會協助到底，做一些我們中
國人應該做的事！」 ■新華社

涉事遊客家屬赴泰
華僑華人助力善後

�&

首批6遊客歸國
身體無大礙

本月5日18時許，泰國布吉島兩艘遊船突遇特
大暴風雨發生傾覆事故。其中一艘遊船「艾

莎公主號」的乘客已全部獲救，遇難和失聯的乘客
都是搭乘另一艘遊船「鳳凰號」，泰國搜救船7日
抵達沉船地點進行搜救。

中方促泰續擴大搜救範圍
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微信公號昨日指，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經多方核實，兩船乘客中共
有127名中國公民，其中有5人未登船，實際登船
人數122人。其中75人獲救，41人不幸遇難，另
有6人失聯。目前中方派出的搜救隊與泰方仍在全
力合作開展搜救。中方要求泰方繼續擴大潛水搜救
範圍，並動員各方力量加大搜尋密度。泰方已經表
示，中國失聯遊客下落不查明，搜救工作就不會停
止。
據了解， 泰國旅遊和體育部部長威拉薩及泰海
軍、警方、港務局、布吉府等相關負責人分別向中
方介紹了事故處理最新進展。威拉薩表示，泰方高
度重視，目前泰軍方仍在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巡
邏搜救，並根據洋流方向將搜救範圍擴大到甲米、
攀牙和董里府海域。泰警方已立案調查事故原因，
歡迎中方派工作組參與調查，共同推動調查進程。
泰方還在布吉設立3個家屬聯絡中心和1個接待中
心，為事故傷亡人員和家屬提供善後協助，包括為
家屬提供交通食宿以及「一對一」服務。
目前，中國駐泰國使領館和中國外交部、文化和
旅遊部、交通運輸部聯合工作組會同泰方，積極為
涉事中國遊客和家屬提供全力協助，並就遺體保
存、辨認等問題與泰方保持着密切溝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還指，8日，泰國總理
巴育就該事故向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致親署
信，對事故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對遇難者家屬和
受傷人員致以誠摯慰問。同日，泰國外交部長敦也
向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致電慰問。

旅社經營者心存僥倖涉險
事故發生後，在布吉從事旅遊業的華人黃煒第一

時間參加了由當地華僑華人組織的義工隊伍。黃煒
認為，海外遊客數量的增長，助推泰國旅遊產業實
現了快速發展，但這種發展並不均衡，比如地接公
司服務質量良莠不齊。「在利潤面前，旅社經營者
抱僥倖心理、在惡劣天氣冒險出港，最終致慘劇發
生，這應該引起泰國整個旅遊行業的重視。」
而在泰國華人青年商會執委蕭芝雄看來，將責任

全部歸咎於涉事旅行社並不妥當，管理機構也應承
擔一定責任。他指出，布吉島氣象部門雖於事前發
佈了惡劣天氣警告，提醒不要在7月4日至6日出
海，但其並非「禁令」，而是建議性警告，沒有強
制約束力。
此外，當地旅遊業者及涉事船上遊客在內的多人
向媒體證實，5日出發時，並未看到代表禁止出海
的紅色警示旗。「只警告，不阻攔，管理機構是否
也難辭其咎？」蕭芝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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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泰國總理巴育（左）慰問遇難者家屬。
路透社

■義工在泰國布吉哇集拉醫院門口為
遇難者家屬提供多項服務。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