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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
“持续适航通知”
受质疑

空难促波音
升级客机软件

美国加紧孤立委内瑞拉

马杜罗指认美国是大停电“黑手”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12 日说，两天前失
事的客机损毁严重，许多遇难者的遗体难以辨
认，身份确认需要至少 5 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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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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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待修复
埃塞俄比亚官方媒体法纳广播公司报道，调
查人员 11 日找到失事客机的两只“黑匣子”，即飞
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一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管理人员告诉美联
社记者，
“黑匣子”部分损坏，这家航空客运企业将
尽力修复
“黑匣子”
记录的内容。
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波音 737 MAX 8 型客
机 10 日起飞几分钟后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一
片农田坠毁，157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农
民阿贝拉说，客机坠毁前试图爬升，没有成功；随
后急速打转，飞机尾部拖着白烟，包括衣服等一些
物品散落下来。

“适航”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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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客机安全。这一民
用航空监管机构说，正在收集埃塞俄比亚航空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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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
客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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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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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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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客机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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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客机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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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音公司 2017 年推出 737 MAX 8 型客机。
作为波音 737 系列最新一代客机，这一机型以节省
燃油为“卖点”，适合中短程飞行。波音公司截至
今 年 1 月 交 付 350 架 737 MAX 8 型 客 机 ，还 有
4661 架客机待交付。

安全引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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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客机的安全性“乐观”。他
写道：
“ 经过认证并投入使用，MAX 系列客机已经
完成数以千计次安全飞行。”
尽管这家飞机制造商坚信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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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美联社记者，对搭乘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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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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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客机的安全性，说客
服团队正在逐一解答乘客的问题。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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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1 月下
旬下令所有美国驻委外交官离境，缘由是美
方支持反对派要员胡安·瓜伊多自封“临时总
统”。尽管马杜罗随后改变主意、允许美方外
交人员留任，美国国务院 1 月 24 日仍下令撤
回非必需岗位的使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并敦促
在委生活的美国公民考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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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认
破坏

马杜罗 11 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委方
拘留两名涉嫌企图破坏国家电力系统的嫌疑
人：
“我们已经抓获两名试图破坏古里水电站
通信系统，以阻碍恢复供电的人。
”
他告诉民众：
“一场针对委内瑞拉的高技
术网络攻击已经发动，只有美国政府具备（发
动这类攻击所需）技术。”马杜罗说，相关部门
已将这场网络攻击的影响控制在局部范围，
正在努力恢复各地电力供应。
委内瑞拉 7 日起出现大范围停电，波及

全国 23 个州中的 21 州。国家电力公司通报，
在主要发电设施古里水电站发现“人为破坏”
迹象。这一拉丁美洲国家所需电力逾六成来
自水力发电。
马杜罗政府认定美国及其支持的反对派
勾结、对政府发动
“能源战”
。
美国政府否认牵涉停电事件。
古巴政府当天发表声明，
“ 强烈谴责”美
国“破坏委内瑞拉电力供应”，认定这是“旨在
伤害手无寸铁一国民众的袭击”。

居民
互助

马杜罗政府说，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要
似通知。
求地方政府向民众发放满足基本需求的食物
马杜罗去年 5 月赢得选举，今年 1 月开始
和饮用水，优先保障医院供电供水，以缓解停
第二届总统任期。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不承
电影响。
认马杜罗连任资格，1 月 23 日自行宣布就任
在加拉加斯，一些慈善团体组织居民互 “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多个
助。一些居民把无法贮存冰箱而面临变质风
国家承认。
险的食物捐给餐馆，烹饪后经由慈善团体和
委内瑞拉曾是产油大国，受美国和欧洲
医院分发给穷人和病患。
多年制裁、国际油价低迷等影响，原油出口能
马杜罗宣布，12 日、13 日全国继续停工、 力严重受损，加剧经济困难。7 日停电以来，
停课。委内瑞拉政府 8 日和 11 日两度发布类
总计 3.58 亿美元的油品运输中断。

最新
消息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2 日晚在电视讲
罗德里格斯还说，相关部门当天早上已
话中宣布，委内瑞拉在打击针对委电力系统
着手恢复向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区域供水，
的攻击中取得了胜利，全国电力供应已基本
这一地区自来水供应很快便会恢复正常。
恢复。
委水资源保护部长巴斯克斯 12 日下午
马杜罗指出，对委电力系统发起的“网络
说，受电力供应不稳定影响而停水的区域将
攻击”来自美国芝加哥和休斯敦，接下来委政
陆续恢复自来水供应，政府将优先保证医院
府将继续深入调查，完善并维护供电系统，使
正常用水。
这一系统“安全、强大、稳定、坚不可摧”。马
当天，委内瑞拉总检察长萨博宣布，将对
杜罗同时提醒民众准备好收音机、电池、蜡 “涉嫌参与破坏国家电力系统”的委反对派领
烛、手电筒、蓄水容器等，以备不时之需。
导人、议会主席瓜伊多进行调查。
12 日下午，委新闻和通信部长罗德里格
瓜伊多 1 月 23 日在一场反对党集会活动
斯在总统府发表讲话时提醒民众，
“ 电力战
中宣布自己为委“临时总统”，并要求重新举
争”仍在继续，对任何相关的犯罪行为要保持
行大选。
警惕并及时举报。
（据新华社电）

放手
撤人

设计需完善

链接
委要求
美国剩余
外交官
72 小时内
离境
据新华社电
委 内 瑞 拉 政 府 12
日发布公告说，
日发布公告说
，委
内瑞拉决定不再
延长美国剩余外
交人员在委境内的
停留期限，
停留期限
，这些人员
须在自当天零时起
72 小时内离境
小时内离境。
。
公 告 说 ，这 些
美方外交人员给委
内瑞拉的和平、
内瑞拉的和平
、完整
与稳定带来风险。
目前委政府已停止
直接与美方就两国断
交后互设利益代表处
等问题进行对话。
等问题进行对话
。委
内瑞拉愿在平等和互
相尊重的前提下，
相尊重的前提下
，通过
联合国机制就相关事
项与美国重启对话。
项与美国重启对话
。

大量民众因为无水可喝，到街头涵
洞里抢水。
（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