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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

据新华社电

调查人员 11 日找到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坠毁客机的“黑匣

子”， 将有助查清这架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失事的原因。

同一日，美国联邦航空局认定这一

机型安全，要求波音公司 4 月底以前完

成关联 MAX 系列客机的软件升级。

“适航”受质疑 航空团体有意见

美国联邦航空局 11 日晚发布“持

续适航通知”，认定波音 737 MAX 8 客

机安全。 这一民用航空监管机构说，正

在收集埃塞航空坠毁客机相关数据并

与国际民航组织保持沟通；一旦发现任

何安全问题，将立即采取措施。

两名民主党籍参议员和航空领域

一些机构相继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停

飞波音 737 MAX 8 客机。

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戴安娜·

范斯坦认为， 美国应该停飞这一机型，

直至查清埃塞空难原因、确认在美运营

的同型号客机没有“类似风险”。 康涅狄

格州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

说，这一机型应该停飞，直至联邦航空

局能够向乘客确认飞机的安全性。

联邦航空局顾问委员会成员、航空

旅客权益保护团体“飞行者权利网”总

裁保罗·哈得孙敦促停飞， 认为联邦航

空局“等等看”的态度给旅客生命和美

国航空业声誉带来风险。

全美空中乘务员联合工会主管萨

拉·纳尔逊致信联邦航空局， 要求立即

采取措施回应公众关切、全面评估安全

性。

设计需完善 催促波音升级软件

联邦航空局 11 日晚要求波音公司

不晚于 4 月完成波音 737 MAX 8 客机

软件升级。

多家媒体先前报道，自印度尼西亚

狮子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 MAX 8 客

机去年 10 月 29 日坠毁以来，波音公司

耗费数月升级这一机型的软件，联邦航

空局 11 日的通知首次公开证实这一消

息。 波音公司说，企业已经在研发这一

机型飞行控制软件的加强版，旨在提升

安全性能。

联邦航空局还要求波音公司更新

培训要求和机组人员操作手册，以适应

客机自动保护系统 MCAS 的升级版本。

据新华社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 11 日

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始为期三天的

正式访问。 这是鲁哈尼 2013 年就任伊朗

总统后首次访问伊拉克。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以制裁弱化伊

朗在中东影响力的背景下，伊拉克与伊朗

发展关系有其经济和安全考量，而伊朗则

希望通过加强与邻国的经贸合作来缓解

当前面临的压力。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和总理阿卜杜

勒-迈赫迪 11 日分别会晤了鲁哈尼。 据

当地媒体报道，伊拉克方面为鲁哈尼安排

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 阿卜杜勒-迈赫

迪在会见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双

方讨论了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各项议

题，鲁哈尼的访问对于推动伊拉克与伊朗

的关系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

从伊朗方面看，跟随鲁哈尼访问的不

仅有第一副总统、石油部长、央行行长等

高级别官员，还有由商界人士组成的商业

代表团。

11 日，两国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涉

及石油、贸易、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还包括

建设一条连接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和

伊朗边境城镇沙拉姆切赫的铁路。双方还

同意为对方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便利。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 11 日宣

布， 即将悉数撤回驻委内瑞拉外交

人员， 理由是这一南美国家局势持

续恶化。

同一天， 委内瑞拉和古巴政府

指认美国政府是委内瑞拉 5 天来大

范围停电的始作俑者。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1 日

晚说，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美

国大使馆人员将在本周末以前悉数

撤离。

就最新撤人举措，蓬佩奥 11 日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这一决定

反映委内瑞拉局势恶化， 同时反映

一个结论， 即美国使馆外交人员驻

留（委内瑞拉）已经成为美国（对委）

政策的束缚。 ”

蓬佩奥当天早些时候把矛头指

向古巴和俄罗斯政府， 指认两国向

马杜罗及其支持者提供“实体防护

和关键物质、政治支持”。 美国财政

部当天宣布对一家俄罗斯和委内瑞

拉合资银行施加金融制裁， 称这是

为惩罚它违反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

行业的制裁、 继续向委方石油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

认定737� MAX� 8

路透社援引波音公司首席执行

官丹尼斯·米伦伯格发给企业员工的

电子邮件报道， 米伦伯格对波音 737

MAX 8 客机的安全性“乐观”。 尽管

这家飞机制造商坚信波音 737 MAX

8 客机安全，多家航空运营商先后宣

布停飞这一机型。

美国运营商 11 日没有停飞这一

机型，一些乘客担心安全。 布劳德在

建筑行业工作，每个月多次坐飞机旅

行，告诉美联社记者，他对搭乘波音

737 MAX 8 客机有疑虑，“他们需要

解释清楚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

这样”。

美国第四大航空运营商西南航

空公司因拥有不少波音 737 MAX 8

客机而接到大量乘客来电，询问所乘

坐航班是否由这一机型执飞。西南航

空相信波音 737 MAX 8 客机的安全

性，说客服团队正在逐一解答乘客的

问题。

新华

美运营商未停飞 一些乘客担心安全

鲁哈尼首访伊拉克 两伊合作加速 美国加紧孤立委内瑞拉

12 日， 英国民航局 (CAA) 宣

布， 将暂时在英国境内停飞波音 737

MAX 型飞机， 成为埃塞俄比亚航空

公司飞机失事后， 又一个禁飞涉事

机型的国家。

该机构发言人在声明中称， 英

国民航局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

鉴于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 作为预

防措施， 已经发布指示禁止该机型

执飞任何航空公司的任何商业客运

航班， 抵达、 出发或者飞经英国领

空。

英国民航局称， 这一安全指令

将持续生效， 直到另行通知。

中新

英国将暂时停飞 737 MAX 8

美国航空局引争议

“没毛病继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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