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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航空局13日要求美国各航空运营
商暂时停飞波音公司737MAX系列两种型号客
机，同时禁止这两种型号的客机在美国空域飞
行。

前一天，这一民用航空监管机构坚称没有
停飞波音客机的依据。

即刻停飞即刻停飞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3日说，他将下令
停飞波音737MAX-8型和MAX-9型客机。联
邦航空局随后发布紧急指令，停飞这两型客机，

“立即生效”。
多家媒体以“突然转变”描述联邦航空局所

作最新决定。这一机构11日认定波音这两型客
机“适航”；12日说评估显示客机的系统性能没
有问题，因而没有停飞依据。

在最新声明中，联邦航空局13日说，依据已
汇总的数据、在空难现场发现的新证据以及当天
早晨获知的最新卫星数据，它作出停飞决定。声
明没有提及停飞期限，仅说在对埃塞俄比亚航空
公司空难作进一步调查期间，停飞令有效。

埃塞航空一架波音737MAX-8客机10日起
飞大约6分钟后坠毁，157人遇难；印度尼西亚狮
子航空一架同型号客机去年10月29日起飞十多
分钟后坠毁，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11日起陆续停飞波音MAX系列客
机，部分缘于对这两起空难有相似之处的推断。

这是联邦航空局 6 年内第 2 次停飞波音客
机。它2013年认定波音787型客机电池有潜在
起火风险并作出停飞决定，在波音公司重新设
计电池后解除停飞令。

仍有疑虑仍有疑虑

获知联邦航空局停飞指令后，美国运输工
人工会国际会长约翰·萨穆埃尔森告诉媒体记
者，这一决定“对乘客和航空从业人员都好”。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
联合航空公司在埃塞航空空难后仍然使用
737MAX-8 飞机载客，不少乘客在社交媒体呼
吁这三家美国航空运营商更换飞机或取消航
班。三家企业13日说，他们将遵从联邦航空局
的停飞指令并为乘客重新安排客机。

波音公司当天声明，出于“极大谨慎”和“确
保飞行安全”的考虑，这家企业支持联邦航空局
的暂时停飞决定。声明同时重申，这家全球最
大客机制造商对 737MAX 型飞机的安全性有

“充分信心”。
只是，波音公司的多次声明没有打消各国

对 737MAX 型飞机安全性的疑虑。巴西、加拿
大、埃及等国13日对波音相关型号客机发出禁
飞令，一些美国联邦议员质疑为什么不在空难
发生后立即停飞那些客机。

美国国会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彼得·德法齐奥13日呼吁，应调查
波音737MAX系列飞机为什么能够获得飞行许
可以及为什么没有让飞行员针对飞机新操作系
统作额外培训。

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联邦航空
局官员拟14日向国会议员通报情况，参议院商
务委员会最早4月就波音飞机安全性发起听证。

原因待查原因待查

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埃塞航空空难的
调查包括解析“黑匣子”所含数据。埃塞航空拒
绝将“黑匣子”送往波音飞机原产地美国，一名
发言人13日告诉媒体记者，将把“黑匣子”送往
德国。

只是，德国方面没有接受这项任务，理由是
无法处理737MAX-8型客机所配备新型记录器
中的数据。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当天晚些
时候说，将修复并分析“黑匣子”内数据。

调查人员11日找到埃塞航空失事客机的两只
“黑匣子”，即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
器，其中一只“黑匣子”部分损坏。多家媒体报道，
法方接手后，调查人员得以还原空难发生过程。

欧 洲 联 盟 航 空 安 全 局 12 日 暂 停 波 音
737MAX-8 型和 MAX-9 型客机在欧盟空域飞
行，说现阶段无法排除狮航和埃塞航空空难由“类
似原因”导致。加拿大方面13日停飞波音这两型
客机时同样说，卫星数据显示，两起事件“相似”。

一些航空专家说，迄今没有确凿证据表明
狮航空难与埃塞航空空难原因相同，两起空难
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3月13日电 随着美国总统
特朗普一声令下，美国13日宣布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停飞令。就在一天前，美国还拒绝国
际社会的呼声，称其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系列
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因此没有理由停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13日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
运营的所有波音737 MAX型号飞机暂时停飞，并
暂时禁止该型号系列飞机在美国领土上运行。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声明，停飞决定基
于最新收集的证据以及13日上午获得的“经过
最新处理的卫星数据”。但该机构没有透露是
哪些新证据促使其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客机（属于737MAX系列）失事，这是继
去年10月29日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同型

号客机失事坠海之后，波音737-8客机发生的
第二起空难事故。

美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尔·韦尔塔12日在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卫星数据显示两架
失事客机的运动轨迹相似。美国众议院运输
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彼得·德法齐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两起空难“可怕的相似”，
均出现了“不寻常的爬升和俯冲”。

两起空难均发生在客机起飞后不久。去
年狮航客机失事调查报告显示，客机上某个迎
角传感器出现故障，在短短10分钟的飞行过程
中，客机机头被危险地向下推了20多次。迎角
是一个重要的飞行参数，飞机必须在一定的迎
角范围内飞行，否则可能有失速的风险。迎角
传感器是测量飞机迎角的装置。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特沃尔
德·加布雷马里亚姆对媒体说，该公司失事客
机机长也曾向空中交通控制人员报告遇到飞
行控制问题，并希望返回机场。

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飞行
员曾在一个联邦数据库中至少5次就737-8客
机提出抱怨，有两个飞行员称驾驶该型客机时
出现意想不到的俯冲情形，其中一人写道，打
开自动驾驶模式后的2到3秒内客机会掉头向
下，触发客机安全系统警告响起“不要下降、不
要下降”。还有飞行员抱怨联邦航空局和波音
处理问题的方式。

对于前几天美国拒绝停飞波音客机，美国
《消费者报告》杂志航空问题顾问比尔·麦吉评
价道，联邦航空局想要讨好飞机制造商，该部
门在飞行安全问题上本该更加主动。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交通部长雷·拉胡
德说：“公众指望政府对飞行安全负责，而这就
是交通部的职责。”他回忆道，2013年，波音787
客机出现锂电池组过热问题后，美国交通部颁
布停飞令，该型客机随后停飞3个月左右。

曾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詹
姆斯·霍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称，问
题的根本原因是2005年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监管
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该机构不再提名和监管自
己“任命的适航代表”，而允许波音和其他制造
商选择自家雇员来认证飞机安全性。为了给这
一改革正名，该机构当时说从2006年到2015年
将给航空业节省大约250亿美元，“这种行业自
我认证是令人担忧的举动”。

这次全球性停飞对波音的声誉造成重大
打击。波音先在 11 日声称，自狮航客机去年
10 月失事以来，波音一直在强化 737 MAX 系
列客机的飞行控制软件，“旨在使已经安全的
飞机更加安全”，12日又说，“对737 MAX系列
客机的安全性充满信心”。但面对国内和国
际社会的不满，波音还是不得不在 13 日表态
支持停飞，尽管这家公司强调这是“出于高度
谨慎考虑”。

英国议会下院 13 日表决反对“无协议脱
欧”，定于次日表决是否向欧洲联盟申请延期
脱离这一地区组织。

无法律约束

议会下院13日就“反对英国在任何情况下
‘无协议脱欧’”的动议表决，321票支持、278票
反对。

表决结果不具强制约束力，最终可能无法阻
止英国在无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首相特雷
莎·梅说，不排除英国无协议退出欧盟的可能。

表决结果激怒特雷莎·梅所属的保守党内
一些议员。他们原打算将“无协议脱欧”作为
与欧盟的谈判筹码，迫使后者就“脱欧”协议再
做让步。

议会下院 1 月 15 日否决英欧双方先前达
成的“脱欧”协议，本月12日否决修订后的“脱
欧”协议，都缘于“脱欧”协议所含与“备份安

排”相关规定。
“备份安排”旨在避免英国北爱尔兰地区

和爱尔兰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新设置实体
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这一安排没有明确截
止日期且英方无法单方面退出，触发英国可能
永久滞留欧洲关税同盟的担忧。

议会下院定于 14 日表决是否延期“脱
欧”。如果决定延期，英方申请需要获得欧盟
所有其他成员国同意。

或再次尝试

13日表决结束后，欧盟委员会说，英国政
府必须拿出一份能获得议会支持的方案。

英国政府在定于14日表决的动议中提出
两种方案，即通过一份“脱欧”协议、争取短暂
推迟“脱欧”，或不通过任何“脱欧”协议、延期
更久“脱欧”。

特雷莎·梅支持前者。她说，欧盟只有在

英国议会下院通过“脱欧”协议的情况下才会
接受英方短暂推迟“脱欧”。

她说：“如果它（议会下院）不想在今后几天
支持一份协议，也不想在3月29日‘无协议脱
欧’，那意味着英国将不得不推迟更久‘脱欧’。”

特雷莎·梅说，这种情况下，英国可能不得
不参加定于5月23日至26日举行的欧洲议会
选举。“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结果，议会下院需
要正视它所作决定面临的后果。”

欧盟峰会定于 21 日至 22 日召开。动议
说，如果英方20日以前没有通过“脱欧”协议，
欧盟可能次日在峰会上要求英方明确说明寻
求延期的理由以及确定延期多久。

法新社报道，特雷莎·梅可能发起第三次
“脱欧”协议表决，推动议会下院20日以前通过
她所支持的“脱欧”协议，继而申请欧盟批准短
暂推迟“脱欧”。

不过，议会一些“疑欧派”议员坚持自己的
反对立场。英国脱离欧盟事务部前政务次官
史蒂夫·贝克13日晚说，如果再次表决“脱欧”
协议，他仍投反对票。 新华社特稿

美国军方打算今年试射两种型号的中程
导弹，作为美方一旦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的

“跟进”措施。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防务官员14日

向一些媒体记者披露这一消息。美联社报道，
军方打算 8 月试射一种巡航导弹，射程大约
1000公里；11月试射一种弹道导弹，射程3000
至4000公里。

两种类型的导弹中，巡航导弹可能18个月
内可以部署，弹道导弹投入部署可能需要至少
5年。

按照那些美国官员的说法，上述导弹都配
备常规弹头，不搭载核弹头。

美方 2 月初开始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
务，启动为期6个月的退约程序。那些官员的

说法意味着美方一旦退约将立即试射中程巡
航导弹。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
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7年签署。条约规
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射射程500公里至
5500公里、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
弹和弹道导弹。

美俄互相指认对方有违反条约的行为。
美方去年10月指认俄方一种巡航导弹射程违
约，限令俄方60天内销毁导弹，否认美方启动
退约程序。俄方否认违约，拒绝销毁导弹。

美方启动退约程序后，俄方立即暂停履行
条约的义务，不再就这一条约提议举行新的国
际谈判。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米歇尔·巴尔丹扎11日

宣布，美方不再受《中导条约》限制，开始制造
陆基巡航导弹部件；不过，如果美方8月正式退
约前俄方能够“全面、可核查”地遵守条约，美
方研发进程“可以逆转”。美方防务官员14日
重申，如果美俄 8 月以前能够达成协议、挽救

《中导条约》，美方将中止上述两个中程导弹项
目。

美国非营利组织军备控制协会分析师金
斯顿·里夫推断，美方宣布推进中程导弹研制，
可能意在施压俄方“重新遵守”条约；更可能的
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只想
废弃这一条约”，以便不受束缚地在欧洲或亚
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上述美国防务官员说，美方没有与欧洲或
亚太盟友磋商在它们领土上部署那两种导
弹。其中一名官员说，打算试射的弹道导弹可
能部署在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领土关岛。

新华社特稿

美国停飞波音737MAX系列客机

美国拟年内试射两种中程导弹

英国议会下院反对“无协议脱欧”

美国大反转停飞波音的背后美国大反转停飞波音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