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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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者被送往普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

无生命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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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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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普吉海域快艇撞船事故
导致11名中国游客受伤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怎么看

■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
饭……春节期间，很多人发现平
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费，可能要加
收一定的服务费
■ 涨价固然意味着消费者要多掏
银子，也会令部分人感到“肉痛”。
不过，针对这种“明码标价”式的涨
价，不少人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量的快递

员返乡过年。虽然主要快递公司纷纷表示

“春节快递不打烊”，但服务时效和快递费

用不可避免地出现调整。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化，为满足

客户寄递需求，韵达将于 2 月 3 日至 9 日

开启“春节模式”。在此期间，为了保证

春节期间的快递服务质量，每票快件将

加收 10 元服务费，同时服务范围和时效

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值班

模式。”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

说，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快递公司以

价格手段调节消费需求的做法，符合市

场规律。国家邮政局在部署春节期间

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要严

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日期间薪酬保障

的规定。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业务迎来

了高峰。大年三十那一天，武汉市民杨宇

卿从光谷打车去汉口火车站。打开叫车软

件后，平台显示每单业务根据距离不同，要

加收6到9元的服务费。平台表示，多加的

服务费将作为网约车司机的补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加9块

钱我可以接受，前提是这些钱真正到了

司机口袋。”杨宇卿说，相比多加的服务

费用，多数乘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能

及时打到车、服务质量好不好。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艳阳

高照，游人如织。8日中午，在岛上一家

“网红”海鲜餐厅，游客排起了长队等待

就餐。慕名而来的山东游客徐以峰拿

到一份菜单，上面显示由于春节因素，

每道菜需要加收5元服务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价格不

贵，平均每道菜也就四五十元左右。加

收 5 元服务费，相当于提高了 10%左

右。“春节是旅游旺季，多数消费者最

怕的是开始不说清楚，后面胡乱加价

的行为。这种‘明码标价’的涨价，大家

反倒能接受，这么多人排队就印证了这

一点。”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明码标

价”式的涨价，是对劳动者付出的肯定

和尊重。但他们同时也对消费市场涨

价乱象感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火车

站、飞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徊，对外

地游客报出动辄两三百元的价格 。

在热门旅游城市的餐饮、集贸市场，

有些经营者表面看上去不涨价，暗地

里却缺斤少两坑消费者，给祥和的节

日添堵。不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

加强，这种乱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

来越小。 据新华社

春节期间,消费升温。记者采访
发现,消费者更愿意在最大能力范围
内取悦自我,“悦己型消费”商机暗涌。

记者春节期间走访江苏多家商
场发现,冲牙器、美容滋补产品等销
量增长迅速,人们通过消费探寻自我
价值,收获即时幸福与美好。京东到
家发布的《2019年中国年货消费报
告》显示,品质取代价格成为年货消
费首选因素,以“好好吃饭”为代表的
国民日常消费呈现出更注重“悦己”
体验的升级特征。

专家分析认为,当下春节消费动
机中,有相当部分是出于对自我个性
与生活审美的表达——消费者通过
购买的商品,来向外界说明“我是谁,
我喜欢什么”。从粮票、油票、布票,
到排队买猪肉、买豆腐,再到站在柜
台前“望穿秋水”的百货商店……春
节消费折射了时代变迁,也刷新和丰
富着“新消费哲学”。 据新华社

路透社 9 日援引知情人士所述和内

部文件所含内容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

司正通知合资企业客户，把石油收益存

入近期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的

新账户。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分管财务的副董

事长费尔南多·德金塔尔8日写信，收件

人是下属监督合资企业的部门，所含内容

包括：“我们正式通知启用新银行的指令，

用于所有以美元或欧元支付的交易。”

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几周

前通知客户启用新银行，转账合资企业涉

及原油出口的银行资金。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要员胡

安·瓜伊多 1 月 23 日宣布自任“临时总

统”，获得美国承认。美国政府1月28日

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施行制裁，冻结

这家企业在美国的资产并截留它对美国

石油出口的收益，进一步向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领导的政府施加压力。

美方制裁使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合

作伙伴关系紧张。美方宣布制裁以来，一

些合作企业已经裁减在委内瑞拉首都加

拉加斯的工作人员。路透社报道，委内瑞

拉石油公司要求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法

国道达尔石油公司等外国合作伙伴就是

否继续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合作项目作出

正式决定。美国政府制裁给在委内瑞拉

境内运营的美国企业设定停止所有业务的

最后期限。随着一些欧洲国家承认瓜伊多

为“临时总统”，欧洲联盟已经考虑对委内

瑞拉施加经济制裁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

为规避美国制裁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俄开设新账户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正通知合资

企业客户把石油收益存入在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的新账户，以规
避美国对这一企业施行的制裁。

这一国营企业同时向外国合作
伙伴施加压力，要求对方正式决定是
否继续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合作项目。

加收“服务费”符合市场规律

辩证看待春节期间涨价观点

年节消费之变:

“悦己型消费”悄然兴起

22月月33日日，，快递员快递员（（右右））将快递送至客户手中将快递送至客户手中

“新视野”号新发现：
“天涯海角”呈扁平形

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日前传回的最新

照片，颠覆了任务团队此前对太阳系边缘小天

体“天涯海角”形状的判断。根据新照片分析，

由两个部分连接而成的“天涯海角”呈扁平形，

而非球体，较大部分形状像煎饼，较小部分像

凹陷的核桃。

新年第一天，“新视野”号以约5万公里的

时速从距“天涯海角”仅3500公里处飞过，完

成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的一次星际“邂逅”。

此前公布图像显示，“天涯海角”表面呈淡红

色，由两个球体连接构成，外形酷似“雪人”，总

长度为31公里。

任务团队8日公布的14张新照片拍摄于

“新视野”号飞离“天涯海角”时，由“新视野”号

上的远程侦察成像仪拍摄于飞越后约 10 分

钟，与此前公布的探测器接近“天涯海角”时拍

摄的照片角度不同。

研究人员将这14张图片制成短片，显示

“天涯海角”的两个组成部分并非球体，而是呈

扁平状。取名“天涯”的较大部分像一个巨大

的煎饼，而取名“海角”的较小部分像一个凹陷

的核桃。这是“新视野”号飞越“天涯海角”最

重大发现之一。 据新华社

缘起——2003年的真实案件

作为香港当下炙手可热的警匪犯罪

片创作人，麦兆辉、庄文强近年来携手打

造了不少经典作品，这其中包括了《无间

道》系列、《窃听风云》系列，以及去年国

庆档的《无双》，几乎每一次他们都能将

视角对准一个“新鲜”的群体，这一次的

《廉政风云》背景被架构在了走私香烟犯

罪之上。

“这个故事的缘起是2000年，当时我

跟麦兆辉导演做了一些关于税务犯罪的

调查，发现这个世界上每年在市场上卖出

的香烟，跟制造商生产出来的有很大差

距，只有十分之一左右。那么，另外的十

分之九去了哪里呢？”庄文强表示，这庞大

的份额都变成了走私品，“通过不同渠道

进入市场。”麦兆辉透露，到了2003年，因

为一起案件让他们之前的发现有了“用武

之地”，“当时，有一起廉政公署告烟酒公

司走私的案子，还没有开庭的时候，一位

新加坡的污点证人在当地被三个来自香

港的男子杀害了。可以说，这是一起很严

重的案子，如果你对现实中的犯罪有过了

解的话，会知道几乎没人有胆量这样明目

张胆地杀害证人。所以，从一开始就引起

了我们的兴趣。”庄文强觉得，这件事背后

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空间，“我们就凭着这

些资料开始了《廉政风云》的创作。”

幕后——廉署的故事很神秘

相信，对于很多内地观众来说，对“廉

政公署”四字的熟悉都是源自于香港的影

视作品。多年来，涉及到廉署题材的作品

很多，可当麦兆辉、庄文强讲述他们筹备

《廉政风云》过程的时候还是发现，影片很

可能会让观众了解到很多此前并不清楚

的幕后故事。

“在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很特别的

部门，他们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

密条款，就是绝对不可以把你的工作讲

出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了一个很古怪

的现象，廉署员工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的

身份告诉他人，免得人家去问相关的问

题。”麦兆辉透露，自己了解廉政公署也

是源于一个巧合，“恰好有个机会到那探

访，才发现里面还是蛮有趣的。比如说，

廉署大楼的电梯是没有按键的，他们的

员工都是刷证件，只能到自己工作的楼

层，不可以随便去别的地方。后来，在采

访时我发现，相比香港其它的政府工作，

廉署员工内部通婚率非常高，而且离婚

率也是最高的。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

才可以在这里工作。说真的，你要我去

一定不可以接受，无法把工作内容告诉

家人，无法分享我的工作给朋友，我做不

到。”麦兆辉觉得，自己有必要通过电影

将这样一群人表现出来，让观众体验到

他们背后的辛苦付出。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由滨海新区教育

体育局主办，滨海新区国际象棋协会、滨海新

区象棋协会和滨海新区围棋协会承办的2019

年滨海新区“健身大拜年”活动三项棋类比

赛，上周末在塘沽体育馆圆满落幕。滨海新

区“健身大拜年”活动三项棋类比赛设国际象

棋、象棋、围棋等三个比赛项目，比赛为亲子

赛，比赛中家长和孩子各走一步棋，充分调动

了参赛家长和孩子的积极性，共吸引了来自

新区的近 50 个家庭的近百名棋类爱好者参

加，比赛现场呈现出一派温馨、祥和、欢快的

节日气氛。经过争夺，李佳益家庭、胡铁健家

庭、李昊霖家庭获得国际象棋比赛前三名，张

皓博家庭、吕存洋家庭和张煦晨家庭获得象

棋比赛前三名，郝阳/郝绍棠家庭获得围棋比

赛冠军。

踏着春节假期的喜庆节奏，泰达队已

经在广州完成集结，开始了备战新赛季最

后阶段的冬训。广州冬训拉练的特点是，

人全到；重点是，磨合技战术打法并确定

主力阵容。

再补新援难度不小

距离冬转截止日期还有18天，泰达还有

引进内援打算，目标倾向于组织型中场，但目

前想引进实力高于队内现有球员的内援，基

本上会遭遇“胡天价”，顺利完成难度不小。

经历过国内体能训练和西班牙海外

拉练两个阶段的冬训，前天下午在广州开

始的冬训终于迎来了人员齐整的时候。

新引进的瓦格纳已在主帅施蒂利克的带

领下于初三就先期抵达广州，此前入选国

家集训队的队员高嘉润、杜佳、郭皓和杨

帆这次也加入到泰达的冬训大部队，另外

还有冬训开始阶段被提拔进一队且表现

不错的四员小将也获得了继续跟队冬训

的机会，这也是他们新赛季到来之前加入

一线队大名单的冲刺时刻。合同到期的

外援阿奇姆彭和巴斯蒂安斯，与泰达俱乐

部愉快地签下了新合约，合同分别长达两

年和一年。谢维军没有入选现在的国奥

队集训名单，这次也可以加入泰达冬训。

泰达队的广州冬训将安排多场热身

赛，不过原先经媒体披露过的热身比赛时

间及对手都存在变数，俱乐部正在听取教

练组意见，积极联系新的有质量的热身赛。

阵容打法均待完善

泰达队新赛季阵容里最能引起人兴

趣的看点，当属新引进的拜仁空霸型外援

瓦格纳，如何把他的特点充分作为给对手

的杀伤力释放出来，如何在他与阿奇姆

彭、乔纳森三名外援攻击手之间选择出最

佳组合，是泰达队广州技战术和热身赛演

练内容里的重中之重。瓦格纳本人已经

有些迫不及待了，他说：“在转会过程中，

泰达俱乐部的高层给我留下了很好印象，

施蒂利克教练也是德国足球圈有名望的

人物，我期待与他共事，期待新赛季的中

国探险之行。”

施蒂利克的想法当然不只是把进攻

的问题解决，整个球队的攻防体系都需要

尽快梳理清晰，还包括要对替补阵容的厚

度早做打算。谈及新赛季的前景，施大爷

依然对上赛季的高开低走感到憋屈，“我

们前十几轮成绩不错，排名稳定在前八

位，但最后又打成了保级直到最后的情

况。”施大爷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当球队

主力遭受伤病、停赛问题困扰的时候，替

补球员在位置弥补上做得不好，甚至说差

距太大。 时报记者 陈彤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在华语乐坛泰山

北斗一样的地位，刘欢的名字一直很少与娱

乐综艺勾连在一起，即便是《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歌曲》等较为专业的音乐类节目中，

作为导师的刘欢也鲜少下场亮嗓。不过在本

季《歌手》中，刘欢却主动走下“神坛”，虽是节

目组耗时七年软磨硬泡请来的嘉宾，但“大魔

王”的光环却不断遭遇现场500位听审折磨，

刘欢气定神闲的表演极具大将之风，但在《歌

手》的舞台上，却遭遇了上上期的“意外”垫

底，荧屏外跌破眼镜一箩的同时，500 位听审

的评判机制也遇到了观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事实上，从《歌手》播出至今，听审的评判导向

愈发向现场效果、花哨的辅助手段倾斜，如果

没有飙高音，安安静静地演唱一首歌，似乎很

难获得理想排位。即便水准如刘欢，也不得

不在上期节目引入说唱、电音等元素助阵。

无论是否为了名次而委曲求全，还是一次音

乐表演上的试水与游戏之作，刘欢作为华语

乐坛殿堂级歌手获得国民认可不会变，而他

参加《歌手》的初衷也是奔着一年一度的鼓励

原创基金。有乐迷认为刘欢的《歌手》表现走

下坡路实为迎合大众，但只有让“大神”垫底

才可吸引眼球，若将这场比拼理解为公益的

共谋，似乎也未尝不可。 时报记者 于平

滨海新区“健身大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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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被拉下神坛了吗？

麦庄起底《廉政风云》

刚刚过去的春节档，由麦兆
辉、庄文强打造的《廉政风云》虽
然没能在票房上取得更多突破，
但其聚焦反贪主题的故事还是赢
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片中，他
们在讲述烟草走私案件的同时，
用大量篇幅聚焦了香港廉政公署
员工背后工作、生活的故事，而这
恰恰是以往影视作品很少深入涉
及到的内容。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麦庄二人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廉署员工们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
辛苦呢？日前，本报记者记者对
两位导演进行采访，听他们讲述
了这些观众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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