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振旅游他们也是蛮拼的

随着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散
去，为提振备受冲击的旅游业，韩国政府
决定自明年 4 月起，对赴韩整形的游客推
出税务减免优惠。

美国彭博新闻社 8月 18日报道，外国
游客在韩国的退税消费将新增多个项目，
包括面部拉皮、丰胸和抽脂等。自明年 4
月起，赴韩整形的外国游客将享受 10％
的退税。

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致使 6 月赴韩
外国游客锐减 40％。来自中国台湾和香
港的游客数量减少最多，同比分别减少
76％和 75％。

韩国政府希望，退税措施能吸引更多
游客前往韩国旅游，尤其是中国游客。

韩国保健福祉部数据显示，赴韩整形
的外国人数量近 3 年来年均增长 70.5％，
其中大约七成是中国人。

供职韩国健康业发展研究所的金洙
雄（音译）说：“退税措施明年应该会增加
中国游客数量。不过，为切实提振旅游
业，韩国应该把它变为永久性措施。”

赴韩就医的外国游客数量 2014 年增
加至 26.6 万人次，相当于 2010 年的 3 倍
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赴韩整形将享受退税
俄罗斯总统普京 8 月 17 日说，俄罗斯

应简化签证手续，考虑对金砖国家免签，以
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普京当天出席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一场
会议时提出上述建议。这一委员会是总统
下属的咨询机构，成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
府领导人，每年开会 4 次，讨论各种重要问
题。

普京说：“为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我们
可能需要进一步简化签证办理手续。举例
来说，我们可以扩大互免签证国家的范围，
与所有金砖国家这样做。”

俄罗斯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

基表示，简化签证手续的国家通常会在旅
游业获得巨大收益。

金砖国家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和南非五国。这五国共有约 30 亿人口，国
内生产总值之和约占世界总量的 20％。

根据俄罗斯现行签证政策，巴西公民
可免签在俄罗斯境内停留最多 90 天。中
国、印度和南非公民则须事先获得签证方
可入境。

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
赴俄旅游人数超过 110 万人次，这使中国
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入境游的最大客源
国。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普京提议对金砖国家免签

韩国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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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河内 8 月 18 日电
中越联合追逃行动总结会 18日在
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与会代表同
意两国建立年度联合追逃行动机
制，并将于 2016 年再次开展联合
追逃行动。

根据两国公安部《关于开展联
合追逃行动的谅解备忘录》和《中
越联合追逃行动阶段总结会议纪
要》，中越两国警方于 2014年 11月
至 2015年 8月开展追逃行动，共抓
获 40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中方

抓获越南籍逃犯 21 名，越方抓获
中国籍逃犯 19名。

在本次总结会期间，两国公安
部有关业务部门代表表示，成功将
这些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进一步
提升了两国警方合作开展联合行
动的能力和水平，为进一步加强各
领域务实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国代表同意继续保持合作，
建立年度联合追逃行动机制，并将
于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继
续开展联合追逃行动。

伊拉克国民议会 8 月 17 日向
司法部门提交一份问责报告，报告
指出前总理努里·马利基和其他高
官对摩苏尔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去年 6 月，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用一天时间攻陷伊拉克北部
重镇摩苏尔，随后一路南下攻城
略地，把战火烧到首都巴格达城
外，让伊拉克中央政府吓出一身
冷汗。

虽然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美军
支援下，收复部分失地。但迄今为
止，伊拉克三分之一的国土尚在

“伊斯兰国”控制当中。
为平息国内舆论和缓解民意

压力，伊拉克国民议会日前成立专
门调查委员会，调查摩苏尔为何在
一夜之间沦陷，追究在摩苏尔战败

中政府和军方官员的责任。
调查委员会 16日向国民议会

议长萨利姆·朱布里提交了问责报
告。议会议员 17日举手表决同意
将报告提交司法部门，让其追究相
关官员的法律责任。

报告称，马利基代理国防部长
期间，疏于整顿和操练部队，导致
战斗水平下降。此外，他还不断排
挤逊尼派势力，让原本矛盾丛生的
教派关系雪上加霜，造成安全局势
恶化，为“伊斯兰国”渗透提供可乘
之机。

马利基 2006年至 2014年期间
担任伊拉克总理，是什叶派达瓦党
的领导人，现任伊拉克副总统。他
在任总理期间，与国内逊尼派和库
尔德势力关系紧张。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专电 美国正寻求与古
巴达成协议，争取最早今年 12 月
开通两国之间的定期商业航班。

《华尔街日报》8 月 17 日援引美国
官员的报道，美国政府与美国航空
公司一同推动这件事。同时，政府
还考虑放宽对美国人前往古巴旅
行的限制。“我们致力于此，（美古）

双方有良好意愿，我们将继续对
话，”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我
们当然希望”今年年底前达成协
议。路透社报道，现阶段，美国人
以经当局许可的原因前往古巴旅
行时通常乘坐包机。就开通商业
航班一说，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暂时
没有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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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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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潘蒙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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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和地区的游客。

泰国官方 18日上午发布的最新伤亡
为，确认遇难者 20人，遇难者国籍包括泰
国、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另有 8名遇

难者国籍不详，包括 2 名男性，5 名女性
和 1个女童。

泰国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认为，行
凶者动机可能有三：政治冲突、政府官员
调整以及国际恐怖主义。

泰国总理巴育表示，这一事件意在
伤害普通民众的人身安全，破坏泰国经
济、旅游业和形象。调查不会排除政治
和恐怖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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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电）

印尼发现客机黑匣子
54名遇难者遗体全部被找到

8 月 18 日，失事飞机黑匣子在坠机现场找到。当日早些时候，
印尼交通部确认，失事客机上的 54 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被发现，无
人幸存。 新华/法新

综合新华社电 根据中国驻泰国使馆提供
的最新消息，17日发生在曼谷市中心商业区的
爆炸已导致 6名中国公民遇难，22名中国公民
正住院治疗，还有 1名中国公民暂时失联。

6名中国罹难者包括 4名大陆居民和 2名香
港居民。正在住院治疗的 22名中国受伤者中包
括 17 名大陆居民、2 名香港居民和 3 名台湾居
民。另有十余名轻伤人员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

中国驻泰国使馆参赞尹海虹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目前 1名大陆罹难者和 2名香港罹难者
的家属已抵达曼谷，受伤人员家属近两天也将陆
续抵达。中国使馆与有关家属保持接触和沟通，
将为他们抵泰后的相关事宜提供协助。中国使
馆正与泰国有关方面合作，共同做好善后工作。

据尹海虹介绍，爆炸发生后，使馆组织中资
机构、志愿者等到医院提供翻译和其他协助工
作，当地华人社团及友好侨胞也主动伸出援手，
向受伤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使馆根据受伤游
客提供的情况，第一时间与其国内亲属联系。

中国使馆还公布了 24 小时领事保护热线
电话，在使馆网站发布安全提醒，请拟来泰及在
泰中国公民加强防范意识，注意出行安全，合理
规划出行路线。

据泰国媒体报道，18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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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将建联合追逃机制

摩苏尔失守

伊拉克要问责前总理

美古拟恢复定期航班

泰商业区爆炸已致 6名中国游客遇难

我使馆积极组织救援

爆炸动机或与政治斗争有关

■新闻分析

8月 18日，救援人员在泰国曼谷四面佛附近的爆炸现场进行清理。 新华社发

8 月 18 日，警方在泰国曼谷昭披耶河畔的
沙吞码头针对水下爆炸展开调查。新华社发

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组委会“会徽、吉祥物和会
歌”征集活动，自 6月 21日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人
士的热切关注和广大美术工作者的积极响应。截至 8月
12日，组委会共收到来自河南、山东、山西、浙江、广东、
黑龙江、福建和北京市等 16个省市 32人报送的 47件作
品,其中会徽 27件，吉祥物 20件。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天。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投票选出满意的会徽、吉祥物。

投票方式有以下两种：一、网上投票，投票电子邮箱
为 ：chinazgtb@163.com ；二 、短 信 投 票 ，号 码 为 ：
13673630183(固话)。

投票票数占总分比例中的 50%。参与投票的读者
朋友，如个人选中的会徽、吉祥物与评选的结果一致，即
可获得“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会徽纪念章”一枚。

大众投票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评委会进行评审，
评审结果在《河南日报》、大河网等媒体公示。本次评选
活动将评选出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会徽入围作品 3

件、吉祥物入围作品 3件，对上述 6件入围作品的作者各
奖励人民币 1000元，并颁发证书。组委会将从 6件入围
作品中确定最终使用的会徽、吉祥物各 1件，对其作者各
奖励人民币 8000元，并颁发证书。对获奖作者的奖励，
取最高值，不重复奖励。所有参与投稿的作者都将得到

“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会徽纪念章”一枚。 9月初，组
委会将召开会徽、吉祥物颁奖新闻发布会，对获奖作者
颁奖。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登录组委会官网和大河网对公
示作品提出意见并参与监督评议。

官网网址：http://www.zgwalk.com/
大河网大会网址：
http://zt.dahe.cn/2015/1957/105400754/index.html
联系人：顾文学 王少华
电话：13673630183（固话） 13027508531
QQ：627272294

郑港徒步 邀您共赏
——我最喜爱的会徽吉祥物评选开始了

郑港徒步官方网址报名
www.zgwalk.com

郑港徒步微信报名（二维码）

大河网网络报名方式：
下载注册大河网旗下手机客户端（下载地

址：bang.dahe.cn/m）
郑州市隆庆祥服饰专卖店
张仲景大药房郑州市各零售药店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售楼部均可报名
报名热线电话：0371-8652659013592601977 13838266733
大会组委会地址：郑州市科学大道 53号国

家动漫河南基地 4号楼 20层
邮箱：chinazgt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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