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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普吉海域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11 名自由行中国游客受伤
据新华社电 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
馆 10 日通报，一艘载有 11 名中国游客的
快艇 9 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停泊油轮
相撞，导致 11 名中国游客和 2 名船员受
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返回
普吉岛。两船相撞时，停泊的油轮仅受轻
微损坏，快艇也没有沉没。据泰国警方消
息，此次撞船初步调查原因为：快艇方向盘
失灵。
事故发生后，游客被转移到附近的游
船上。目前，伤者已被送往本地医院进行
治疗，无生命危险。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度
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驻普吉领办负责
人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望伤者，要求
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警方、海事等部门
尽快调查事故原因，相关方面妥善处理后
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警察、
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均赴医院

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
10 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
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伤员，所有游
客均情绪稳定。
11 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
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式到普吉旅游。截
至目前已有 6 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其
余 5 人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这是中国游客春节期间在泰国遭遇的
第二起游船事故。7 日，沙美岛附近海域
一艘载 23 名中国游客的快艇撞上暗礁，并
在事故发生后不久沉没。所幸所有游客都
被另一艘快艇救起，其中有 2 名游客受轻
伤。
目前正值泰国海岛游的最佳季节，此
期间提醒赴泰游客一定要注意旅行安全，
尤其是水上活动，要找正规旅行社报名，乘
坐快艇、游船等海上交通工具一定要全程
穿戴救生衣，空腹、饮酒、饱餐后或身体疲
劳时不要马上下水。
右图：相撞受损的快艇
新华社发

就任以来第二次例行体检

基金管理公司 2018 年
养老金管理规模排名出炉

72 岁特朗普“身体倍儿棒”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8 日接受就
任以来第二次例行体检。白宫医疗小组
主管肖恩·康利说，特朗普身体情况“非常
好”。

特朗普健康小档案
■年龄：72 岁
■身高：6 英尺 3 英寸（1.92 米）
■体重：239 磅（108 公斤）
■质量指数（BMI）：29.9
■生活习惯：不抽烟、不喝酒，喜欢吃
快餐、
喝可乐，不爱运动

非常健康

不遵医嘱

特朗普 8 日乘坐“海军一号”直升机前
往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沃尔特·里德
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时长 4
个小时。康利等 11 名医生为他做检查。
康利在特朗普完成体检后发布声明，
说总统身体“非常健康”，预期“他在任期
内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都将保持这样的状
态”。康利没有发布具体检查结果，说正
在完善体检报告和健康建议。
特朗普对身体状况显现自信。法新
社报道，特朗普做完检查返回白宫，没有
接受媒体记者询问他健康状况的提问，但
竖起大拇指。
不清楚今后几天是否会像特朗普去
年体检那样发布更多具体检查结果。美
国当代历任总统都定期接受体检，对外公
布体检报告，确认他们“适合履职”。
特朗普去年 1 月 12 日接受上任后首
次体检。检查结果显示，他身高 6 英尺 3
英寸（1.92 米），体重 239 磅（108 公斤），身
体质量指数（BMI）数值为 29.9。按照世界
卫生组织的这项健康衡量指标，数值大于
或等于 30 属于肥胖。

尽管医生上次体检时认定特朗普身
体“ 倍 儿 棒 ”，但 建 议 他 减 重 10 至 15 磅
（4.5 至 6.8 公斤），养成低脂肪、低热量的饮
食习惯并加强日常锻炼。8 日再次体检会
检验特朗普是否听从医生建议。
白宫发言人霍根·吉德利说，特朗普
承认他没有严格依照医生的建议。没有
节食，也没有去白宫里的健身房锻炼。
路透社以特朗普的助理为消息源报
道，他现在比以往吃更多的鱼肉，但依旧
喜欢搭配番茄酱的牛排和薯条。
特朗普喜欢相对安静的运动，爱打高
尔夫球。不过，他会乘球车穿梭于球洞之
间，因为他认定任何令人过于兴奋的运动
其实不利健康。他说自己的主要运动方
式是围绕白宫散步、出席各种活动时保持
站立。
白宫医疗小组时任主管龙尼·杰克逊
去年说，特朗普身体非常好可能关联家族
因素以及不沾烟酒的习惯，他有“非常好
的基因”。
据新华社电

英菲利普亲王自愿交出驾照
告。
白金汉宫在 9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经
过慎重考虑，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决
定自愿交出驾照。”
诺福克警方当天证实，收到菲利普亲
王交出的驾照。诺福克警局将把驾照交
还英国驾照管理部门。
另外，警方说：
“（菲利普亲王）撞车事
故的调查文件已经移交刑事检察院，供他
们考虑。”
英国广播公司先前报道，菲利普亲王
从庄园开车刚上公路便发生事故。按菲
利普亲王的说法，当时光线不好，影响到

边工作边运动
有助提升专注力记忆力
据新华社电 为员工健康考虑，一些机
构在办公室引入站立办公设备。加拿大一
项最新研究显示，如果让员工边使用电脑
边骑动感单车或是用跑步机锻炼，不仅有
助他们燃脂和提高创造力，还有助提升专
注力和短期记忆力、减少无聊感。
蒙特利尔大学研究人员回顾先前 12
项相关研究后得出上述结论。研究人员在
《英国医学杂志：职业与环境医学》发表论
文，认定与单纯站立工作相比，设置动感单
车或跑步机的工位能形成“短期强身健体
效果”，产生更好的健康结果，如降血压、缓
解压力。研究人员还发现，边使用跑步机
边用电脑会降低打字速度，骑动感单车却
不会对使用电脑产生影响。

印度假酒致死近 90 人
30 余名涉案官员停职

97 岁高龄开车出车祸

据新华社电 英国白金汉宫 9 日说，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自愿交出机动车驾驶证。诺福克警方同
一天证实，已经收到驾照。
菲利普亲王现年 97 岁，1 月 17 日下
午驾驶运动型多功能车在位于英格兰东
部的女王乡间庄园桑德灵厄姆附近与一
辆小客车相撞。
菲利普亲王没有受伤，对方车辆内两
人受轻伤。他稍后就对方受伤致歉。
撞车两天后，菲利普亲王驾驶全新运
动型多功能车，开往桑德灵厄姆庄园，被
人发现没有系安全带，遭到英国警方警

据新华社电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
数据，基金管理公司 2018 年养老金管理规
模排名出炉，工银瑞信基金、华夏基金、嘉
实基金位列前三。
易方达基金、博时基金、南方基金、鹏
华基金、银华基金、广发基金、富国基金紧
随其后，跻身前十。

他的视线。
英国法律没有规定驾车年龄上限。
70 岁以上群体要想保留驾驶资格，必须每
3 年向机动车管理部门报告基本健康状
况，确保没有心脏病、癫痫、糖尿病且视力
能确保安全驾驶。
菲 利 普 亲 王 1921 年 在 希 腊 出 生 ，
1947 年与伊丽莎白二世结婚，2017 年 8
月起不再承担出席公众活动的王室职责，
偶尔陪同女王出现在公众场合。
过去十多年，菲利普亲王在多个场合
开车，乘客不乏外国政要和各界名流。

据新华社电 据印度媒体 9 日报道，印
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事
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近 90 人，警方逮捕
30 名嫌疑人，超过 30 名涉案官员停职。
据《今日印度》周刊报道，在北方邦的
萨哈兰普尔地区和北阿坎德邦的鲁尔基地
区，受害者 7 日晚参加当天的风俗活动，分
别有 46 人和 20 人死亡。此外，在这两个
邦的其他地区还有约 20 人死亡。上述死
亡人数尚未得到印度相关权威部门确认。
尸检和初步法医报告显示，假酒中含
有甲醇。印度警方怀疑，假酒可能出自同
一个窝点。
警方逮捕 30 名嫌疑人，多数是私自酿
酒者，同时查获数百升假酒。超过 30 名官
员停职，包括 10 名警察。他们涉嫌渎职甚
至与私酿假酒者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