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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时%$分!因受中国船员在湄
公河水域遇袭身亡事件影响而滞留
在泰国清盛港的首批!!艘中国籍货
船和&'名中国船员在我公安巡逻艇
的全程引领护送下!平安抵达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关累码头"

由外交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人员组成的赴云南联合工作组!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级政府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部分船员家属
前往码头迎接!向平安归来的中方船

员和护航民警表示欢迎和问候" 船员
们抑制不住回到祖国# 见到亲人的激
动之情! 深深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
关怀和帮助! 表示他们虽一度滞留泰
国! 但每时每刻都感受到来自祖国的
牵挂和关心"

我其余!$艘货船和'"名船员已进
入安全水域! 将在境外完成卸货任务
后!陆续返回国内"应中国政府要求!泰
国#老挝和缅甸政府均采取措施为我船
只回国提供安全保障!并对中方公安巡
逻艇前往接护提供了便利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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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
府联合工作组!"日下午在泰国清莱府与
泰国警察副总监班西里$巴帕瓦就中国
船员在湄公河流域遇难事件举行会谈"

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组长#外交
部领事司副司长兼领事保护中心主
任郭少春表示! 中国政府珍视每一
位同胞的生命" 中国领导人对多名
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遇袭身亡事件高
度重视! 中国民众和媒体对事件的
发生和相关调查工作的进展十分关
注" 尽快彻查事件! 将凶手绳之以
法! 中泰双方和有关国家都责无旁
贷" 希望泰方继续保持积极协助中

方工作的态势!为工作组在泰开展工
作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全力推进调
查工作取得进展"

班西里对中国遇难船员表示深切
哀悼"他表示!泰国警方高度重视此案
和中方关切! 已成立警方各相关部门
负责人和专家组成的专门调查组" 他
本人专程从曼谷赶到清莱! 就是为了
全面#积极协助中方工作!共同开展调
查!争取尽快破案"

为妥善处理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遇
袭身亡事件!由外交部#公安部#交通
运输部组成的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

日下午抵达泰国清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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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 在湄公河金三角遭袭遇
难船员的()名家属! 完成了在泰国清
盛的吊唁活动后! 经由中国陆路口岸
磨憨口岸专门开通的绿色通道入境!

安全回国"

两天的奔波! 加上失去亲人的痛
苦!家属们看起来有些疲惫"遇难船员
王贵超的家属杨多才说!虽然累!但总
算见了亲人最后一面! 了却了一桩心
事"杨多才说%&政府非常关心!把这些
遇难者的家属照顾得非常好! 我们过
去!他们那么关心#那么重视!所以作
为我们死者家属都很感谢! 大家心里

也很安慰! 也减轻了心灵上的痛苦和
悲哀" '

与去泰国时相比! 大部分遇难船
员家属的心情已经有所缓和" 而李忠
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是几度哽咽"

她是 &玉兴'号'船长杨德毅的家属!

而事发至今!杨德毅仍然生死不明"

李忠慧说%&政府也做了很大的努
力!毕竟我们都是同胞!一个国家!出
了这么大的事情! 这个时候政府是我
们最大的力量" 但是再好的环境也住
着不安心!再好的饭菜也吃不下什么"

所有家属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把这个

案件破清楚!给死者一个交代"作为家
属!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等着把他们
接回老家" '

家属们告诉记者!&我们看不到他
们的人(遗体)!只看到照片!看到他们
惨不忍睹的模样**' 家属在现场悲
愤痛哭!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希望有关
政府能够早日查明真相!严惩凶手!给
遇难者一个交代" '

家属们现在希望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尽快能够找到凶手! 二是由于船
员都是家中主要经济支柱! 补偿方面
还要依靠政府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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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外长素拉蓬!$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泰方已指令泰国
警方紧密协助中国赴泰工作组的工
作" 泰方已在配合中方工作!包括协
助先期抵达的中方调查人员工作#准
许遇难船员家属入境并提供保护#协
助护送滞留泰国的中国船只#船员回

国等"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塔尼说!泰方
正在进行遇难船员的尸检"

!"日晚!中国公安部刑侦专家与
泰方一同连夜开始对遇难者进行尸
检"当天上午!双方开始对遇袭船只进
行首次共同现场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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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组长# 外交
部领事司副司长邱学军!$日下午率工
作组看望并慰问我在湄公河遇袭身亡
的中国船员家属" 有家属问案件办理
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邱学军说!希望

案件调查侦破工作进展得越快越好!

但此案发生在国外!未知因素多#困难
较大!各国司法程序不同!加上近来泰
国遭遇水灾等因素影响! 给出个确切
的时间表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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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也门舍卜瓦省一名
军官!$日说!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该省
&基地'组织据点发动空袭!共炸死包
括该组织重要头目安瓦尔$奥拉基之
子在内至少(%名&基地'分子"

这名军官告诉新华社记者!安
全部队当天在该省阿赞市和罗达市
的空袭行动中打死了包括&基地'组
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新闻发言人易
卜拉欣$穆罕默德$班纳以及该组织
重要头目安瓦尔$奥拉基之子在内
的共(%名恐怖分子"

也门国防部当天早些时候说!

埃及籍的班纳在空袭中死亡! 他被
认为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
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之一! 同时也是
多起也门境内外恐怖袭击案件中的
重要通缉犯"

位于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
半岛分支!#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
确认!该组织重要头目安瓦尔$奥拉
基)月*#日被美国无人机炸死"

自$月以来!也门政府军一直与
当地&基地'组织武装激烈交战!并
于)月!#日收复了津吉巴尔市!持续
冲突造成双方至少数百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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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负责政治# 军事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安德鲁$夏皮罗!%日对利比亚
导弹流失状况表示担心! 说美国将继
续帮利比亚寻找导弹! 敦促其他国家
参与"

美国估计!内乱前!利比亚军方有
(万枚肩扛式导弹!主要为萨姆+&型防
空导弹"北约空袭摧毁数千枚!大量导
弹仍下落不明"

夏皮罗说!!%名美国拆弹专家已
在利比亚协助&过渡委'找导弹!美国
打算&今后数周'再向利比亚派遣至少
$#人"按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派往利比
亚寻找武器的这些人不携带武器!已
协助排查利比亚东部地区和的黎波
里!销毁了数百枚导弹!&条件允许时'

将排查西部其他地区"

萨姆+&型防空导弹长约!,'米!重
约!"公斤!最大射程%(##米"美国担心
丢失导弹落入非法武装手中! 威胁民
用飞行器安全" 恐怖组织已经对获取
这些武器表现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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