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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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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有1人
失联。6名中国罹难者包括4名大陆居民
和2名香港居民。住院治疗22人，另有十
余名轻伤员经包扎治疗后出院。

泰国《民族报》18日报道，泰国警方
在对曼谷爆炸案现场闭路电视拍摄到的
录像画面进行调查后，发现一名看似阿拉
伯人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奖级

直选

全国中奖注数（注）

54

安徽中奖注数（注）

/

每注奖金（元）

100000

全国投注总额 8393526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5223期中奖号码：38726

奖级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

/

/

安徽中奖注数（注）

194

0

326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0
12
174
2335
26537
314564

安徽中奖注数（注）

/
/
/
/
/
/

每注奖金（元）
0

25401
1800
300
20
5

奖级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全国中奖注数（注）
18644

0
27721

安徽中奖注数（注）
348
0

570

每注金额（元）
1040
346
173

全国投注总额：38933452元，安徽投注总额：1000278元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5223期中奖号码：801

彩票开奖台

本期投注总额：19550元，奖池奖金：17849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21
361

每注奖金（元）

0
100
10

各等奖奖金总额（元）

0
2100
3610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5223期 中奖号码：07、10、17、21、23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5096期开奖公告本期开奖结果：3 9 0 2 2 5 2

全国投注总额 12582532元 下期奖池：12246758.81元

六省市投注总额：662454元，安徽投注总额：122448元

全国投注总额：294260644元，安徽投注总额：10070098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第2015096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6、16、17、23、24、31 蓝色球号码：07

奖级

特别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注）

0
138
6178

安徽中奖注数（注）

0
42
1162

每注金额（元）

0
1580
10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5223期 中奖号码：02、08、10、13、14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注）
10
100
1621
66248
1106862
11050338

安徽中奖注数（注）
1
0

192
2255
37365
386416

每注金额（元）
6195096
149387
3000
200
10
5

本省投注总额 384630元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5223期中奖号码：387

暂无证据显示
爆炸是针对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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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宣布赔偿标准
泰国政府 18 日下午公布死

伤者赔偿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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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城各大旅行社启动应急预案
合肥“赴泰游”线路暂未叫停

星报讯（涂文静 记者 董艳芬） 当地时间17日

晚7点左右，泰国曼谷商业中心拉差巴颂路口发生

一起爆炸致多人死伤。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从省城各大出境旅行社获悉，截至 8 月 18 日，至少

有1000多名安徽籍游客在泰国旅游。从旅行社反

馈情况来看，因为曼谷市中心四面佛不在常规跟团

游的行程当中，目前确认所有在泰国的安徽游客安

全，情绪安定，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我们立即启动一级响

应，成立应急小组，针对旅游线路、领队以及航空公

司和地接社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梳理。”万达环球国旅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旅行社有550名游客正在

泰国旅游，从领队发回的照片和视频来看，客人情绪

稳定，行程游览正常。“此次爆炸发生的地方，多为自

由行客人前往，国内跟团很少涉足。”该负责人解释

称。这一说法在中青旅、好之旅也得到证实。

安徽中青旅方面表示，因为暂未收到泰国官

方、国家旅游局等部门禁止赴泰旅游的警示通知公

告，近期的安徽赴泰游团队正常发团，但如果游客

意愿退团，旅行社也将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无人生还
16 日，印尼特利加那航空公司一架航

班搭载 54 人，从东部巴布亚省首府查亚普

拉飞往该省另一城市奥克西比尔，途中与

地面失去联系。空中搜救人员后在巴布亚

省一处海拔大约 2600 米的山区密林中发

现客机残骸，这一地点距离奥克西比尔机

场大约12公里。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中心负责人班

邦·苏利斯蒂约说，多支搜救小组18日晨9

时 30 分左右抵达坠机现场。按照印尼交

通部的说法，现场有大约100名搜救人员，

包括来自军方、警方和搜救部门的人员。

“飞机已坠毁，完全毁坏，”苏利斯蒂约

说，“一切都成为碎片，部分机身被烧过。

我们能在一些碎片上看到烧痕。”

现场照片显示，密林中有一片空场，看

起来被烧得乌黑，散落着一些碎片。

就飞机搭载的49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

员，一些官员晚些时候告诉法新社记者，已

找到所有遇难者遗体。

印尼交通部发言人尤利乌斯·巴拉塔

通过短信告诉路透社记者，客机的“黑匣

子”也已经被找到。

然而，对于客机所运送的65亿卢比（约合

47万美元）现金，暂不清楚其命运。这笔钱原

本作为社会救助基金发放给一些贫穷家庭。

搜救困难
苏利斯蒂约说，遇难者遗体将被运往

查亚普拉市，以便进行身份辨认。

由于坠机地点山高林密，道路崎岖，

再加上天气状况糟糕，运送遗体面临不少

困难。

航空公司方面及一些印尼官员先前推

测，坠机原因可能是因为恶劣天气。事发

时，当地下着大雨，伴有强风和大雾。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中心说，客机可

能是先撞上山顶，然后坠毁于山谷。

曼谷爆炸案嫌犯基本确定
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为6人
泰国宣布赔偿标准

视频截图：这名男子身穿黄色衣服、短裤，背着一个背包。

印尼客机54名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寻获黑匣子 运送65亿卢比现金，暂不清楚其命运

中方要求严惩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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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抵达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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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海虹说，目前中国使馆正就爆

炸中伤亡的中国游客问题与泰国警

方、外交部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要

求泰方全力救助伤员，加强在泰中国

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措施，第

一时间向中方通报调查结果，并做好

善后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泰国发生

爆炸事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爆

炸事件表示强烈谴责，8 月 18 日下

午，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约见泰国驻

华使馆主要官员，要求泰方全力救治

伤员，妥善处理遇难人员善后工作，

对事件作出全面调查，严惩凶手。

警方基本确定嫌犯
泰国警方在对爆炸案现场闭路电

视拍摄到的录像画面进行调查后，发现

一名看似阿拉伯男子有重大作案嫌

疑。这名男子身穿黄色衣服、短裤，背

着一个背包，随后将一个背包留在了现

场后离开，不多久就发生了爆炸。目

前，泰国警方已发布该视频片段，怀疑

发动袭击的嫌犯就是这名男子。

报道称，警方指出，这名男子先是

在案发现场的一个长椅上坐了一会

儿，随后放下一个背包后离开。

警方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的闭路

电视摄像头中可以看到该男子离开

后，站在远处，拿出手机做出拨号动

作，并开始快速奔跑离开现场，随后

炸弹发生了爆炸。

警方怀疑这名男子是利用了遥控

装置引爆了炸弹。

警方拆弹部队和现场勘察得出初

步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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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

印尼官员18日说，事发两天后，地面
搜救人员当天清晨终于抵达坠机现场，发
现客机“彻底毁坏”，所载54人悉数遇难。
客机“黑匣子”已被找到。

新闻延伸

曼谷一码头发生爆炸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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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疑似手榴弹从沙吞桥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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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正展开调查。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