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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停飞波音 737 MAX 系列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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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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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3 日说，他将下令停飞波
音 737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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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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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待查
仍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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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知联邦航空局停飞指令后，美国运输工人工会国
波音飞机原产地美国，一名发言人 13 日告诉媒体记者，
际会长约翰·萨穆埃尔森告诉媒体记者，这一决定“对乘
将把
“黑匣子”
送往德国。
客和航空从业人员都好”。
只是，德国方面没有接受这项任务，理由是无法处理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
737 MAX 8 型客机所配备新型记录器中的数据。法国
公司在埃塞航空空难后仍然使用 737 MAX 8 飞机载客，
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当天晚些时候说，将修复并分析“黑
不少乘客在社交媒体呼吁这三家美国航空运营商更换飞
匣子”内数据。
机或取消航班。三家企业 13 日说，他们将遵从联邦航空
调查人员 11 日找到埃塞航空失事客机的两只“黑匣
局的停飞指令并为乘客重新安排客机。
子”，即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其中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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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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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同时重申，这家全球最大客机制造商对 737 MAX 型
欧洲联盟航空安全局 12 日暂停波音 737 MAX 8 型
飞机的安全性有
“充分信心”。
和 MAX 9 型客机在欧盟空域飞行，说现阶段无法排除狮
只 是 ，波 音 公 司 的 多 次 声 明 没 有 打 消 各 国 对 737
航和埃塞航空空难由“类似原因”导致。加拿大方面 13
MAX 型飞机安全性的疑虑。巴西、加拿大、埃及等国 13
日停飞波音这两型客机时同样说，卫星数据显示，两起事
日对波音相关型号客机发出禁飞令，一些美国联邦议员
件
“相似”。
质疑为什么不在空难发生后立即停飞那些客机。
一些航空专家说，迄今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狮航空难
美国国会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
与埃塞航空空难原因相同，两起空难具体原因有待进一
人彼得·德法齐奥 13 日呼吁，
应调查波音 737 MAX 系列飞
步调查。
机为什么能够获得飞行许可以及为什么没有让飞行员针
（据新华社）
对飞机新操作系统作额外培训。

英国议会
投票反对
“无协议脱欧
无协议脱欧”
”
3 月 13 日，在英
国伦敦，示威者从议
会大厦外走过。
英国议会下院
13 日投票决定，反对
英国在任何情况下
“无协议脱欧”。
（新华社）

俄空天军对叙极端组织
一处弹药库实施精准打击
一处弹药库实施精
准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 14 日发布公告说，俄空天
军日前对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一处极端组织弹
药库实施了精准打击，并将其摧毁。
根据发布的公告，俄空天军 13 日对位于
伊德利卜省一处极端组织“征服阵线”的弹药
库实施精准打击，摧毁了这个弹药库。俄方
在行动实施前向土耳其方面进行了通报。
公告还说，据俄军掌握的情报，该弹药库
日前接收了大批攻击性无人机，极端组织计
划利用这些无人机对俄驻叙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进行袭击。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
其接壤，是叙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
内控制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
2015 年 9 月，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邀请，
开始对叙境内极端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
2017 年 12 月，俄总统普京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但继续保留俄驻叙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
图斯海军基地。

马斯克
“地下高速隧道
地下高速隧道”
”项目
有望
“再下一
再下一城
城”

继在美国洛杉矶修建的第一条地下高速
隧道竣工之后，美国硅谷知名企业家埃隆·马
斯克名下的钻孔公司有望“再下一城”，拿下
拉斯维加斯的地下高速隧道项目。
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和旅游局董事会 12
日进行投票，同意推荐钻孔公司来设计、建造
和运营可用电动车运送乘客的地下高速隧道，
以缓解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的交通压力。下
一步，
钻孔公司将与拉斯维加斯会议和旅游局
商定具体的设计、
施工和运营方案，
并于今年 6
月提交该局董事会会议进行最终审批。
马斯克随后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期待
着钻孔公司在拉斯维加斯建设隧道，预计在
今年年底前（部分）投入使用。”
据介绍，这一地下高速隧道将连接拉斯
维加斯市中心、会展中心、拉斯维加斯大道、
麦卡伦国际机场等重要区域，其中会展中心
是一年一度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等
重要展会的主要举办地。
钻孔公司在设计方案中称，与传统交通
方式相比，地下高速隧道系统可降低总成本，
减少对行人和车辆交通的干扰，并缩短施工
时间。
（均据新华社）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 号未来科技
城行政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88607316）逾期
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
马芳
受赠人：
郭开莲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瑞城花
园典晶轩 1 幢 1 单元 1801 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 年 3 月 15 日

之前，如果俄罗斯能“全面、可核查”地遵守该条约，美方
的研发活动仍是
“可逆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 2 月 1 日宣布，由于俄罗斯
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规定，美方将暂停履行条约义务，
启动为期 6 个月的退约程序。本月 4 日，俄总统普京签
署命令，俄方将从命令签署之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
约》。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 1987 年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规定两
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 公里至 5500 公里的
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马来西亚拒绝撤回对朝鲜男子死亡案越南籍被告的指控
新华社马来西亚沙阿兰 3 月 14 日电 马来西亚检方
14 日说，对于朝鲜籍男子死亡案中越南籍被告要求检
方撤回谋杀指控的申请，总检察长已经予以拒绝。
2017 年 2 月 13 日，一名朝鲜籍男子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国际机场寻求医疗帮助，随后在送医途中死亡。马
来西亚方面表示这名男子死于 VX 神经毒剂中毒，并逮
捕两名女嫌疑人。围绕此案的风波延续数月，其间马来
西亚和朝鲜围绕事件争执不断，曾互相扣留对方人员，
并发生外交危机。
马检方本月 11 日宣布撤回对本案印度尼西亚籍被
告西蒂·艾莎的指控，她随即获释并返回印尼。越南籍

国际在线

征询异议公告

美国将于今年 8 月试射受《中导条约
中导条约》
》限制的巡航导弹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3 日电 据美国媒体 13 日报道，
五角大楼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国计划于今年
8 月试射受《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巡航导弹。
该官员表示，试射的巡航导弹射程在 1000 公里左
右，若试射成功，该型导弹可以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
完成部署。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有计划在今年 11 月试
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并指出将要试射的两种类型导弹
均使用常规弹头而非核弹头。
五角大楼发言人米歇尔·巴尔丹扎 11 日说，美国将
开始生产陆基巡航导弹的部件，以支持武器系统的研发
测试。她还表示，在今年 8 月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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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被告段氏香的律师申请检方同样撤回对段氏香的指控。
14 日在沙阿兰高等法院进行的庭审上，检方表示
总检察长拒绝了辩方的申请，
但没有给出理由。
段氏香的律师以段氏香自 11 日以来持续感到身体
不适为由，要求法官推迟庭审。法官同意将庭审推迟到
4 月。
马来西亚沙阿兰高等法院去年 8 月裁定朝鲜籍男
子死亡案中两名女被告表面证供成立，需出庭自辩。她
们此前坚称对朝鲜籍男子的袭击并非暗杀，而是被骗以
为是在
“进行恶作剧”。
（

万千人中你最行！中国银行 2019 年春季招聘启动！
现在的你是否正在以梦为马，
找寻着人生的方向？ 证券、中银三星人寿、中银通支付、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是否仍旧东奔西走，
经历着求职的仿徨？
（筹）、中银金融服务
此刻，中国银行 2019 年春季招聘和实习生招聘同
报名条件：
时启动！
1、2019 届应届毕业生或毕业两年内的在职人员
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史上持续经营时间最长的银 （部分分行柜员岗位）或银行同业人员（部分分行柜员
行，是中国全球化和综合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是新兴经
岗位）
济体中唯一连续 8 年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金融
2、专业不限，理工专业优先。
机构，是唯一一家连续 30 年入选“世界 500 强”榜单的
报名时间：
2019 年 3 月 8 日——3 月 31 日
中资企业，是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和 2022 年冬奥会唯一
笔试时间：
4 月中旬
官方银行合作伙伴。
面试时间：
4 月下旬——5 月下旬
本次春招中国银行总行、5 家总行直属机构、8 家
报 名 网 站 ： http://campus.chinahr.com/views/
审计分部、33 家境内一级分行、2 家境外机构、6 家综合
boc-spring2019/jobs.html
经营公司共 4000 余个春招职位，1000 余个实习生名额
扫码报名：
虚位以待，
等你来投！
招聘岗位：
总行直属机构相关业务岗位：数据中心、软件中
心、国际结算单证处理中心、北京国际金融研修院
审计分部业务岗位：北京、内蒙古、福建、江西、湖
南、广西、新疆、青岛
境内一级分行相关业务岗位：管理培训生（信科）、
营业网点业务岗位（营销服务、柜员）
港澳台及海外机构业务岗位：澳门分行、乌兰巴托
代表处
更多资讯请关注中国银
境内综合经营公司业务岗位：中银基金、中银国际
行人才招聘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