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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家屬：「想接家人回家」
布吉沉船「頭七」海邊擺滿鮮花 華客罹難者增至 47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澎湃新聞、《新京報》及環球網報
道，11 日是泰國布吉觀光船翻覆事件的第七天，很多遇難者家屬
前往海域岸邊，在碼頭進行「頭七」祭拜。海邊沿岸擺滿鮮花，
碼頭升起「禁海」紅旗，家屬們互相攙扶。來自廣東的倖存者黃
先生，身着病人服趕到海邊，說「想接家人回家」。
11日下午召開發佈
布吉府尹諾拉帕
會，宣佈當天在PP島附近發現一
具男性遺體，並在其身上發現人民幣、
暈船藥及和鳳凰號乘客同款救生衣，初
步認定為遇難中國乘客。
據了解，剩餘另一具壓在船下遺體為
男性，遺體完整度較好，在90%以上。
11日下午已開會討論打撈壓在船下遺體
的方案，計劃12日開始實施打撈。

安排最高佛教超度禮儀
至此可以初步確認，所有遇難者遺
體均已找到，目前只剩下打撈任務，該
沉船事故所造成的中國遊客遇難人數定
格在47人。
中國政府聯合工作組組長、外交部領
事司副司長陳雄風、駐宋卡總領事周海
成和沉船事件傷者、遇難者家屬參加了
泰國布吉府尹諾拉帕代表泰國政府為中
方遇難者舉行的誦經祈福公祭儀式，碼
頭岸邊擺滿了鮮花和香爐。為時1小時
的儀式現場，氣氛十分沉重。布吉府尹
諾拉帕表示泰方會為所有中方遇難者安
排最高佛教超度禮儀，讓逝者安息，讓
家屬安心。
一位來自重慶的遇難者家屬對着大
海喊話：「傑傑！要拉緊媽媽的手！不
要掉隊，聽到沒有！傑傑，一定要拉着
媽媽和姐姐的手……」寥寥幾句，聞
者傷心。
諾拉帕說，目前已有 43 具遺體完成
身份認證，被證實為中國公民，後續將

加快另兩具遺體的身份確認工作。他還
證實，布吉府將向每名遇難者賠付210
萬泰銖。
截至 11 日，也是來自浙江的民間救
援組織公羊隊跨國援救的第6天。他們
與來自布吉島的中泰兩國潛水員組成的
「藍海救援隊」一起繼續搜尋失聯者蹤
跡；一隊在 PP 島海域搜尋，一隊在
「鳳凰號」沉沒海域進行搜尋，搜尋海
域雨大浪大，船隻行進非常顛簸。
浙江公羊隊杭州隊隊長徐立軍說，
沉船事件第七天了，希望盡快能找到，
帶同胞回家。

泰稱將檢查船體存證追責
泰國海軍第三艦隊副總指揮乍龍蓬
表示，11 日將繼續嘗試打撈被「鳳凰
號」船體壓住的1具遺體。泰國海事廳
第三區海事辦公室主任普利帕表示，因
「鳳凰號」船體為本次事故的重要證
據，對「鳳凰號」船體的移動將會十分
慎重。目前需首先與船主公司協調一
致，之後方可購入相關設備進行打撈，
預計耗時在 25 天以上，具體時間視天
氣情況決定。
另據布吉府警察局局長提拉蓬介
紹，案件仍在調查中，已逮捕相關責任
人，並傳喚船主公司員工等人員進行證
據收集。提拉蓬說，「鳳凰號」打撈完
成後將對船體質量進行檢查。如果確定
此次事故為人禍，無論責任人是政府官
員或是旅遊從業者，都將進行追責。

中證監原副主席姚剛認罪受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 11 日
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原黨委委員、副主席姚
剛受賄、內幕交易一案。邯鄲市
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
被告人姚剛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
訴訟。
邯鄲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06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姚剛利用擔
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助理、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
為相關單位在併購重組、股份轉
讓過程中股票停復牌、避免被行
政處罰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通過
其親屬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
合人民幣6,961萬餘元。
2007年1月至4月，被告人姚剛
利用擔任證監會主席助理兼發行
監管部主任的職務便利，獲悉相
關公司重組上市的內幕信息，使
用由其實際控制的他人股票賬戶
在關聯股票停牌前買入，復牌後
賣出，非法獲利共計人民幣210萬
餘元。以上依法應當以受賄罪、
內幕交易罪追究姚剛的刑事責
任。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
證據，姚剛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
證，控辯雙方充分發表了辯論意
見，姚剛還進行了最後陳述，當
庭表示認罪悔罪。最後法庭宣佈
休庭，擇期宣判。

粵統戰部長曾志權
涉嚴重違紀受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廣東省
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曾志權涉嫌嚴重違紀
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
審查和監察調查。
據人民網資料，曾志權1963年1月生，
是廣東五華人，1984 年 12 月入黨，1986
年 7 月參加工作，中南財經大學商業經濟
系商業經濟專業畢業，大學學歷，高級管
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高級會計師。大學
畢業後，他長期在廣東省財政系統工作，
2003年出任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黨組成
員，2010年再進一步，出任財政廳廳長、
黨組書記。今年 4 月出任統戰部長。公開
報道顯示，曾志權今年 5 月還赴港參加了
廣東社團「尋找家鄉的商機-大灣區青年
千人考察團暨大灣區青年聯盟成立啟動
禮」。

■ 11 日是布吉沉船
遇難者的「頭七」。
家屬帶備鮮花在海邊
拜祭。
中新社

■布吉沉船事故遇難
者家屬來到泰國布吉
查龍碼頭，現場高僧
誦經，香燭點燃，共
同祭奠事故中逝去的
親人。
中新社

中方：泰方要重視家屬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領事直通車」微信公
號消息，11 日下午，中國政府聯合工作組
組長、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陳雄風緊急約
見泰國布吉府尹諾拉帕，就事故調查、善
後安撫等繼續深入做泰方工作，要求泰方
重視廣大中方家屬有關了解調查進展的關
切，及時作出回應、澄清，切實做好信息
通報和發佈。

撫恤賠償應體現誠意

陳雄風副司長要求泰方繼續盡全力搜尋
遇難者下落，妥善做好善後安排，特別是
要充分考慮中方遇難者家屬的悲痛心情和
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撫恤賠償方面盡最大
可能滿足家屬的關切和期待，使他們切實
感受到泰方的善意和誠意。
府尹表示泰方高度重視事故處置，充分
理解中方受傷人員和遇難者家屬的心情，
巴育總理說泰方像對待自己家人一樣對待
中國受傷人員和遇難者家屬，將提供一切
協助和便利做好事故處置工作。目前，泰
方正盡全力擴大搜尋範圍，直到所有遇難
者遺體被找到。泰方將盡最大努力加快遺
體身份識別進度，抓緊研究拿出切實可行
的善後撫恤方案，允將中方關切及時上
報。

■相關善後人員參加祭拜。

網上圖片

「中行開平案」許超凡被遣返回國 涉貪4.85億美元

■外逃美國17年之久的職務犯罪嫌疑人許超凡（中）被強制遣返
回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南方都
市報》報道，11 日，在中央反腐敗協調
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的統籌協調
下，在中美兩國執法等部門通力合作下，
外逃美國 17 年之久的職務犯罪嫌疑人許
超凡被強制遣返回國。這也是國家監委成
立後第一個從境外遣返的職務犯罪嫌疑
人。
許超凡，男，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
原行長，涉嫌貪污挪用中國銀行資金4.85
億美元，2001 年外逃美國，國際刑警組
織發佈紅色通緝令。此案被稱新中國最大
的銀行貪污案，這「紀錄」迄今未被打
破。
據媒體的報道，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看完案情反映材料後氣憤不已，在四頁
A4 紙上奮筆疾書，第一頁報告的空白處
都批滿了，要求有關部門嚴查此案。
涉案的除了許超凡，還包括繼任的兩任
行長余振東、許國俊，案發後，三人利用

事先偽造的護照經香港、加拿大逃往美
國。
經中美執法部門合作，許超凡於 2003
年被美方羈押，並於 2009 年在美被判處
有期徒刑25年。

已追回贓款20多億
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的領導下，中央
追逃辦統籌各方力量，發揮外交、司法、
執法、反洗錢和反腐敗等部門和廣東省作
用，以鍥而不捨的精神開展了長達十多年
的追逃追贓工作。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
小組反腐敗工作組將「許超凡案」確定為
兩國重點追逃追贓案件，雙方密切協作，
全力推進。在中美執法合作強大壓力和政
策感召下，許終於接受遣返安排。截至目
前，辦案單位和中國銀行已從境內外追回
許涉案贓款20多億元人民幣。
另據此前的公開報道，2004年4月，同
案犯余振東自願回國受審，並被判處 12

佛山加力與港全面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
佛山率先出台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與香港合作
的具體行動計劃。香港文匯報記者11日從中共佛
山市委十二屆六次全會上獲悉，該市正式公佈佛
山市《關於在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上走在全省前
列的行動方案（徵求意見稿）》，提出「香港＋
佛山」合作模式具體方向和措施，其中兩地科技
創新合作成為重點內容之一。根據該方案，佛山
將支持香港高校、科研機構與佛山大型骨幹民營
企業合作共建新型研發機構，共建成果轉化基
地。
記者梳理該方案發現，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方
面，佛山將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重點加
強與廣州、香港的合作。其中，與廣州的合作主
要體現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以及地理上相近
的產業園之間的對接。

首列佛山市委正式規劃文件

的合作。
具體而言，在「香港研發＋佛山創新」方面，
將重點支持香港高校、科研機構與佛山大型骨幹
民營企業合作，共建新型研發機構，共建成果轉
化基地。在院校間科研合作方面，重點推進佛山
科學技術學院與香港科技大學等香港高校共同設
立實驗室，或合作開辦二級學院。
在「香港金融＋佛山製造」方面，鼓勵佛山企
業利用香港資本參與國際貿易、上市或設立海外
分公司、研究中心。在「香港服務＋佛山貿易」
方面，發揮香港自由貿易港作用，研究推進兩地
開展離岸貿易合作。
其他方面還包括將佛山文化對接香港創意，鼓
勵香港影視企業在佛山取景拍攝、投資製作和在
佛山發行。定期舉辦「香港．佛山節」，借力香
港國際化平台向海外推介佛山。以建設南海三山
新城「香港城」為示範，實施「香港健康養生＋
佛山生態環境」，建設佛港同城宜居區、佛港健
康養生谷與山水度假專區。
此外，基礎設施互通方面，推動開通香港到佛
山西站的城際列車，實現公路、鐵路、航空聯
運。

而與香港之間的合作，則主要在合作模式的建
立和具體領域的突破上，更體現開放與創新性。
其中，「香港＋佛山」合作模式首次被寫入當地
市委正式規劃文件。在該模式下，「香港＋佛
山」將面向全球配置資源，探索建立香港、佛山
設3000萬元跨境科研基金
常態化往來和重大事項協商機制，依託粵港澳合
作高端服務示範區等重點合作平台，深化港佛在
據悉，此次行動方案出台之前，佛山已在包括
科技研發、金融、貿易、專業服務、文創等領域 科技創新合作方面進行了嘗試，並着手就合作機

年有期徒刑；另一名「中行開平案」的紅
通人員賴敏，曾於 2001 年 8 月外逃至澳
洲，在 2018 年 6 月 22 日回國投案，並主
動退贓。

同案犯先後歸國投案
他是「百名紅通人員」到案的第 53
人，也是 6 月 6 日中央追逃辦對外發佈
《關於部分外逃人員有關線索的公告》之
後，第二名投案的外逃人員。
賴敏 2001 年期間擔任中國銀行江門分
行行長，該行是開平支行的上級單位。
為了填補江門分行盜用有關科目資金的
缺口，賴敏指使分行財會部經理余鴻斌
等三人，找到時任開平支行行長許國俊
商討。之後，開平支行支付了 540 萬美
元為賴敏填補資金缺口。此外，為逃避
稽查和通過離任審計，賴敏還通過許國
俊從開平支行挪用 1,605 萬美元用來填補
虧空的資金缺口。

佛港合作主要措施
■ 建立香港、佛山常態化往來
和重大事項協商制度。
■ 發揮香港自由貿易港作用，
推進兩地開展離岸貿易合
作。
■ 支持香港高校、科研機構與
佛山骨幹民企建新型實驗
室，促成果轉化。
■ 鼓勵佛山企業在香港上市。

■佛港共建實驗室研究人員在做實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制展開探索。如在企業與香港高校建立新型實驗
室方面，南海區攜手香港科大，在香港設立南海
創新中心，在佛山打造香港科技大學 LED-FPD
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借助該兩大平台，設立
3,000萬元人民幣跨境科研基金，科研團隊與民企
可共同申報專項資金，進行產研對接和成果轉
化。今年 6 月底，港科大先期公佈超過10 個科研
項目，吸引佛山企業前來洽談對接。
另外，佛山市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知識產權局
就加強知識產權合作、引導香港科研專利成果應
用在佛山成功轉化、共建知識產權運營平台等研
討合作。

■ 鼓勵香港影視企業在佛山投
資製作、取景拍攝。
■ 定期舉辦「香港．佛山
節」。
■ 實施「香港健康養生＋佛山
生態環境」，共建同城宜居
區。
■ 開通香港到佛山西站城際列
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