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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当地时

间3月10日， 一架从埃塞俄比亚首都飞

往肯尼亚首都的埃塞俄比亚航空波音

737MAX8客机失事，机上载有157人，无

人生还。 这是近5个月来第二架波音

737MAX客机坠毁。 民航资源网数据显

示， 目前国内航司共运营737MAX飞机

96架， 均为波音737MAX8

（简称波音

737-8

）

。 昨日上午，中国民航局官网发

布通告，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暂停波

音737-8飞机商业运行。

截至昨日上午11时，国内航司原计

划执飞355班， 涉及航线246条， 其中的

256班更换机型执飞

（主要为

737NG

型

号）

，取消29班，剩余航班暂未确定。

国内有同型号飞机96架

记者在民航局官网看到，通告于11

日9时50分挂网。 该通告称，3月10日，埃

塞俄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7-8飞机发生

坠机空难， 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尼狮

航空难事故之后， 波音737-8飞机发生

的第2起空难。 鉴于两起空难均为新交

付不久的波音737-8飞机， 且均发生在

起飞阶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着对

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

原则，为确保中国民航飞行安全，民航

局发出通知，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于

2019年3月11日18时前暂停波音737-8

飞机的商业运行。 民航局将联系美国联

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在确认具备有效

保障飞行安全的有关措施后，通知各运

输航空公司恢复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

运行。

民航资源网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航

司共运营737MAX飞机96架， 均为波音

737-8，用户包括国航、东航、南航、海

航、上航、厦航、山航、祥鹏、奥凯、九元、

福州航空、昆明航空。 其中，南航24架、

国航15架、海航11架、上航11架、厦航10

架、山航7架、深航5架、东航及祥鹏各3

架、奥凯及福州航空及昆明航空各2架，

九元航空1架。

据飞常准数据，3月10日国内航司共

计运营737-8航班397班。 截至3月11日

上午11时， 国内航司原计划执飞355班，

涉及航线246条， 其中256班更换机型执

飞（

主要为

737NG

型号

），取消29班，剩余

航班暂未确定。

各航司回应停飞通知

记者了解到， 各航司已做出应对，

合理调配运力，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至

于后续如何运行，各家航司将等待民航

局最新的通知。

国航共拥有15架737MAX机型，其

中一架于今年2月20日新接收。 3月11日

起， 国航暂停所有波音737-8机型的商

业运行。 11日当天，国航原计划由737-8

执飞的航班做了如下调整：从北京飞往

贵阳的航班CA1461航班改为波音737-

800机型， 国航北京至乌鲁木齐的

CA1901航班，改为737-89（WL）执飞。

另外， 原计划3月11日16:20由北京起飞

至吉隆坡的CA871航班，提前取消。

东航有3架737-8，目前已换飞机执

行相应航班。 深航共有5架737-8，影响

20个航班，经调整最终取消8个航班。 九

元航空表示， 其机队只有1架737-8，整

体运力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海航集团海南航空表示，3月10日22

时，海航集团航空安全管理委员会向旗

下各航司发布《紧急安全提示》。 11日，

海航集团旗下海南航空

（

11

架）

、福州航

空

（

2

架）

、祥鹏航空

（

3

架）

共计16架涉及

737-8机型已全部停飞。

记者了解到， 南航目前拥有包括

波音787、 777、 737系列飞机超800架，

其中737—8共24架。 从交付时间看， 最

早的一架于2017年11月27日交付， 当年

共交付了7架。 2018年共交付17架。 暂

停飞行对南航航班影响如何？ 截至昨

晚7时记者发稿时， 南航暂未给出相关

回应。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埃塞俄比亚

航空失事事件表示，目前，遇难8名中

国公民身份初步确认。 4人为中国公

司员工，2人为联合国系统国际职员，

另2人分别来自辽宁和浙江， 为因私

出行。

“我们对此深感悲痛， 向所有遇

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

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

人已分别向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领

导人致电慰问。 ”陆慷说。

他表示，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

已与埃塞方建立协调联络机制，并

同遇难中国公民家属取得联系，积极

为家属处理善后提供协助。 中方希埃

塞方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及时向中方

通报调查进展，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

国外交部和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将

继续密切关注有关进展，全力为遇难

中国公民家属处理善后提供积极协

助。

失事客机黑匣子已找到

据新华社电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11 日发布公告说， 经过救援人员的搜

索，失事飞机的两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已经找

到。 目前，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已经暂停运行失事飞机机型客机，即所有波音

737 MAX 8 机型客机，复飞时间有待进一步通知。

国内航空公司暂停飞行波音737-8

国内共有同型号飞机96架，部分航班改换机型执飞或取消

波音

737

系列是美国波音公司生

产的一种中短程双发喷气式客机。 自

1967

年起已生产超过

10000

架 。

737

系列至今已发展出

14

个型号 ， 根据

项目启动时间和技术先进程度分为

传 统 型

737

、 改 进 版

737

、 新 一 代

737

和

737MAX

。 第 四 代 成 员

737MAX

被称为当前最先进的单通

道干线客机之一， 包含

737-7

、

737-

8

、

737-9

、

737-10

。

2017

年

5

月 ，

波音公司向马印航空交付首架波音

737MAX

飞机 。

737-8

为两舱布局 ，

座位数

162~178

个。

2018

年

10

月

29

日

6

时

20

分

（当地时间）， 一架载有

189

名乘客和

机组人员的印尼狮子航空公司波音

737-8

（航班号

JT610

）从雅加达起飞

13

分钟后失联，随后被确认在西爪哇

省加拉璜附近海域坠毁。 机上人员全

部遇难。

知多D

一港人在联合国环境署任职

本次空难导致 8 名中国公民罹

难，5 男 3 女。 其中一人是名叫曾成毅

的香港人，为联合国环境署驻肯尼亚

办事处的职员。

香港居民曾成毅本科在香港中

文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就读，随后赴英

国升学， 毕业后曾在联合国驻意大利

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作。 他现年 37

岁，已婚，与妻子育有一名儿子，全家

人自 2016 年起在肯尼亚居住。曾成毅

在他的网络社交平台经常分享他在非

洲的生活经历。

中新

8名遇难中国公民身份初步确认

中国电科确认一名员工遇难

昨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发布消息称，公司员工周圆（

男，汉

族，

1981

年

10

月生， 硕士学位 ，

2004

年

7

月进入中国电科工作至今

），乘坐

该航班由北京经亚的斯亚贝巴赴肯

尼亚内罗毕执行公务， 不幸罹难。 中

国电科前方工作组已抵达埃塞俄比

亚， 后续将在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馆的领导下妥善开展工作。

中新

中国电科确认一名员工遇难

大四女生原计划去看长颈鹿

昨日，浙江万里学院在其官方微

博发布消息称，“惊悉，我校一陈姓同

学在埃塞俄比亚航空 ET302 号航班

事故中遇难。 对此，学校深感悲痛，向

遇难者亲属表示哀悼。愿逝者安息。”

据《钱江晚报》报道，遇难女生是

该校新闻专业大四学生， 今年 6 月即

将毕业，已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女孩

来自浙江金华兰溪， 出生于 1997 年，

下月底将迎来 22 岁生日。

记者找到了该名女生的微博。 3

月 9 日，她发布了最后一条微博，定位

是上海浦东机场。 在她的表述中，此

次前往非洲旅行是为了观看长颈鹿。

同时，她将和一位朋友在目的地汇合。

据浙江在线报道， 女生计划 3 月

17 日踏上返程，已购买从亚的斯亚贝

巴飞往上海浦东的埃航机票。

大四女生原计划去看长颈鹿

中航员工出差遇上空难

昨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官网发布消息：经确认，航空工业

员工金也淘乘坐该航班自亚的斯亚

贝巴转机前往内罗毕出差，不幸遇难。

金也淘，1986 年 5 月生， 中共党

员，2011 年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后

入职航空工业所属中航国际成套公

司， 现任成套公司项目四部副总经理

并主管海外职业教育项目的市场开拓

与执行。

金也淘本次出差任务， 是前往肯

尼亚、乌干达、加蓬 3 国开展职业教育

项目的执行。 该项目已在相关国家开

展青年培训累计超过 2 万人次。

中航员工出差遇上空难

摄于白云机场的南方航空和山东航空的

737Max8

机型。 （资料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萧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