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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嫌疑疑人人是是他他
泰国警方锁定一男子，正全力搜捕

缅甸果敢军事管制

再次延长９０天

据新华社内比都８月１８日电
缅甸联邦议会１８日通过总统吴

登盛提议，决定从当天起再次将果
敢地区军事管制期延长９０天。

据议会提供的信息，吴登盛提
议在果敢地区再次延长军事管制
期的理由是该地区还没有恢复正
常状态，再次延长的目的是维护当
地稳定和秩序。

果敢地区议员吴觉尼奈在议
会发言支持吴登盛的提议，但他同
时希望签署停火协议，在大选期间
解除军事管制。他还呼吁当局采取
措施让果敢当地居民返回家园，并
给当地居民尽快办理身份证。

据悉，果敢军管当局已将当地
宵禁时间从晚上７时至次日上午５
时改为晚上８时至次日上午５时。

缅甸政府军今年２月与果敢
同盟军爆发战事以来，双方在果敢
地区交火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２月１７日，吴登盛宣布在
果敢自治区实施为期９０天的紧急
状态，并军事接管当地一切权力。５
月１５日，缅甸联邦议会批准吴登盛
关于将军事管制期延长９０天的提
议。

私人邮件疑似涉密

希拉里又该闹心了

据新华社华盛顿８月１７日电
美国国务院１７日说，在对前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任职期间部分
私人电子邮件进行审查后发现，有
３０５封邮件疑似涉及机密内容。这
些邮件现已被送至情报机构进行
进一步审查。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提交给哥
伦比亚特区地区法庭的文件中说，
由５个情报机构的人员组成的审
查小组在审查完希拉里约６０００封
邮件后发现其中３０５封邮件疑似
涉密，现已将这些邮件送抵这５个
情报机构的总部进行进一步检测。

希拉里在今年３月召开的一
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于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３年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
箱和私人邮件服务器处理约６万
封邮件，其中３万封因涉及私人生
活已被其团队删除，剩余约３万封
已于去年底上交国务院。

今年５月，在一场由美国媒体
发起要求国务院公布希拉里邮件
内容的官司中，哥伦比亚特区地区
法院裁定国务院自６月３０日起定
期公布希拉里邮件。国务院于本月
１７日上交的法律文件正是应法院
要求所做的定期进展汇报。

自今年年初被美国媒体爆出
在担任公职期间使用私人邮箱和
私人邮件服务器处理所有邮件事
务以来，希拉里本应顺畅无阻地寻
求民主党２０１６年大选党内提名之
路便坎坷不断。为防止“邮件门”持
续发酵以至于影响选情，希拉里本
月１１日同意向司法部交出其任国
务卿期间用来储存所有邮件的私
人服务器。

默克尔称移民难题

比希腊危机还难

据新华社8月18日电 德国总
理默克尔谴责针对移民营地的暴力
攻击，直言移民问题将成为欧盟严
峻挑战，甚至更甚于希腊债务危机。

今年以来，德国的申请避难移
民营地遭２００余次纵火袭击。被问
及对纵火事件的看法，默克尔回
答：“这样的行为为德国所不齿。”

数以万计移民栖身帐篷，移民
局官员被避难申请压得喘不过气。
默克尔１６日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
访时说，现状“绝对不令人满意”。

德国预计，今年接收的申请避
难数量将增至４０万，比２０１４年几
乎翻一番。

默克尔说，移民潮将很快成为
欧盟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比希腊
和欧元稳定问题更令人头疼。“移
民问题将成为欧盟下一大问题，将
考验我们是否能够联手行动。”

截至北京时间18日20时，
中国公民在泰国曼谷爆炸中死
亡人数上升至6人，其中大陆
居民4人，香港居民2人。

泰国少数媒体获取的警
方情况显示，警方目前已经
锁定画面中的男性嫌疑人一
名，此人有少数民族特征。

已致6名中国公民遇难

曼谷市中心商业区１７日晚
上发生一起爆炸，导致至少２０人
死亡，１２５人受伤。据中国驻泰国
使馆发布的消息，截至 18日 20
时，中国公民在泰国曼谷爆炸中
死亡人数上升至6人，其中大陆
居民4人，香港居民2人。

另外，有22名中国公民在医院
接受住院治疗，其中大陆居民17
人，香港居民2人，台湾居民3人。另
有十余名轻伤员在各地医院经过
包扎治疗后出院。在使馆的持续关
注下，伤员均得到及时救治。

此前，在此次爆炸中失联的
一名中国公民仍处于失联状态。

嫌疑人或滞留曼谷

泰国总理巴育18日表示，泰
国军方已发现一名在曼谷爆炸案
中具有重大嫌疑的男子，正在全
力搜捕。

泰国警方当天公布了一段爆
炸现场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爆
炸发生前不久，一名身着黄色T
恤衫的年轻男子将一个黑色背包
放在四面佛神庙旁边的一张坐椅
上，看了看装在黑色塑料袋中的
手机，然后匆忙离开，不久便发生
了爆炸。

巴育说，这名嫌疑人可能来
自泰国东北部地区，制造爆炸事
件的动机与泰国政治斗争相关。

警方称，这名男子很有可能
还滞留在曼谷地区，警方已展开
全城严密搜捕。

泰国当局公布赔偿标准

据了解，爆炸发生后，泰国当
局１８日上午开始讨论对受害者赔
偿事宜，大约６小时后对外宣布。

就赔偿问题，泰国本国死伤
者的赔付工作由曼谷市政府负责
协调，死伤外籍公民的赔偿工作
由外交部协调，由司法部以及旅
游和体育部负责赔付。

司法部对外籍遇难者子女一
次性补偿４万泰铢（１泰铢约合
０.０３美元），对外籍受伤者的赔付
标准是，治疗费１０万泰铢，精神
损失费２万泰铢，误工费（一天
２００泰铢，最高一年），其他损失
费３万泰铢。治疗费部分，如果超
过１０万泰铢，则由卫生部负责剩
余部分费用。

旅游和体育部向受伤外籍公
民一次性补偿不超过１０万泰铢，
对遇难外籍公民一次性补偿不超
过３０万泰铢。

据新华社、中新社

新闻分析

嫌疑人是“红衫”还是“黄衫”？
爆炸在叻巴颂路口实施，

其目的明显就是为了制造严重
伤亡。泰国媒体评论，近些年
来，曼谷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
以杀伤为目的的炸弹袭击。

叻巴颂路口是曼谷的重要
街口，街口东北是著名的“六星
级”购物中心花蕊商厦，也是富
商名流经常光顾的购物点；街
口西北是曼谷世界贸易中心；
街口西南是王家赛马场；街口
东南一隅则是开放式的四面佛
神庙。在这个路口的上方，还有
轻轨横街而过。从地理位置上
看，这里不仅是商业要道，更是
宗教圣地。

另外，这个路口还牵连另

一层政治含义。２０１０年阿披实
总理执政期间，“红衫军”占领
这个路口长达数月时间，当年
５月１９日，阿披实动用安全部
队强制“清场”，致死近百人，致
伤约１９００人。此后，这个路口
便与政治相挂钩，成为政治动
荡时期的敏感地带。过去几年，
这个路口附近曾发生过爆炸事
件，但均为零星暴力事件，没有
导致大批人员伤亡。

即便这次爆炸与政治斗争
相关联，如果嫌疑人确实身穿
黄衫，那么又不太符合泰国的
政治颜色划分。如果凶手制造
袭击是为了抗议军方去年政变
推翻英拉政府，那么即便不穿红

衫，也不该穿上黄衫。当然存在
一种可能，就是故意穿上黄衫以
扰乱视听。

总之，在更多明确证据和
线索浮出水面之前，仅凭嫌疑
人影像还不能推断这次袭击的
动机。

就一些媒体称这次爆炸专
门针对中国人的说法，泰国国
家警察总监颂育·汶潘蒙表态，
从目前发现的证据来看，没有
线索或证据可以直接把这次爆
炸与中国人相关联。颂育说，不
能简单地以中国游客伤亡多来
判定作案动机，毕竟遇难者和伤
者中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游
客。

连续爆炸有无关联？
由泰国警方拆弹部队和现

场勘察传出的最新消息是，这
次爆炸使用的炸弹为成品Ｃ
－４炸药，填药量在１.４千克至
２.５千克之间，非自制炸弹，系
由境外带入泰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
恐中心主任李伟表示，初步推断

这起爆炸案具有典型的恐怖主义
特征，国际恐怖势力和泰国国内
势力联手作案的可能性较高。

曼谷市中心爆炸案和码头
爆炸案有无关联？李伟认为，判
断恐怖袭击是否有关联性，主要
根据爆炸物种类是否基本相同
来推测。第一起案件的爆炸物是

TNT，第二起案件的爆炸物是手
榴弹。此外，第二起暴力活动的
随意性很强，而在第一起案件
中，爆炸物放置的时间、选择的
位置，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李伟推测，码头爆炸案目
前很难判断，可能是泰国国内
政治斗争性质的爆炸案。

旅游业或受严重冲击
曼谷市中心爆炸事件可能

重创泰国经济支柱产业旅游业
的负面情绪１８日传导至汇市
和股市。当天早间交易时段，
泰国汇市泰铢对美元跌破３６
大关，创６年多来新低。股市
开盘后，机场、酒店等旅游相
关企业股票价格一路走低，
拖累大盘暴跌２.８％，创今年
以来最大早盘跌幅。

分析师预计，随着中国十
一黄金周临近，这次爆炸可能
会让众多有意赴泰观光的中国
游客望而却步，使泰国旅游业

失去举足轻重的一支客源。
总部设在曼谷的咨询机构

“斯托茨投资研究”首席执行官
安德鲁·斯托茨告诉美国彭博
新闻社记者，由于经济增速缓
慢、旅游业表现疲软，目前泰国
的经济状况总体而言颇为“脆
弱”。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爆炸
事件又发生在外国游客赴泰旅
游的旺季，恐怕会对泰国旅游
业造成严重冲击。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支柱产
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 . 5％，尤
其是泰国连年政局动荡，经济发

展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产业。
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认

为，这次爆炸事件最有可能重
创泰国的中国游客市场。近年
来，赴泰观光的中国游客人数
不断增加，而逢五一、十一黄金
周等小长假，中国游客人数更
是呈几何数增长。这家投行发
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大约４６０
万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每天平
均消费５５００泰铢（约合１５５美
元），高于欧洲游客的日平均消
费水平。

据新华社等消息

据新华社曼谷８月１８日电
据泰国媒体报道，１８日中午，泰
国首都曼谷沙吞码头发生一起爆
炸，截至目前还没有伤亡报告。

据目击者描述，当地时间下
午１时２０分（北京时间２时２０分）
左右，一枚疑似手榴弹从沙吞桥
被扔向沙吞码头，落到水里后爆
炸。

沙吞码头是昭披耶河（湄南
河）渡轮的终点站之一，每天有大
量渡轮往来于大皇宫、卧佛寺、码
头夜市、唐人街等曼谷热门旅游
景点。外国游客和本地居民常聚
集于此。

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从附
近天铁站到码头之间的交通，正
在对爆炸事件展开调查。

曼谷码头发生爆炸

暂无伤亡报告

链接

爆炸发生
大致区域 轻轨

四面佛

从监控视频所见，嫌疑人起初背着一个黑色背包，后来背包却不见了。

爆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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