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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 ET302 航班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附近。
由于这是短短四个多月内波音最新机型 737MAX 第二起空难，且与狮航 JT610 空难（第一起波
音 737MAX 空难）高度相似的特征，不由让人怀疑波音 737MAX 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北京时间 3 月 11 日凌晨，中国民航局紧急通知国内所有航空公司将 737MAX 系列停飞，并在
11 日早上发布特急明传电报正式通知于 11 日 18 点前停飞所有 737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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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局关于停飞 737MAX8 的电报

中国民航局于 11 日首先发布了 737MAX8 飞机的停飞指令

局方通知一出，笔者认识的一些航空公司当班签派当天手忙脚乱调整飞行计划。737MAX8 于
2018 年开始大规模交付，中国是最大的用户，主要航空公司均有 737MAX8 在运营之中，数量
总计 96 架。11 日宣布停飞当天，共影响二百五十余班次航班。笔者也在机场中看到了由于停
飞指令整整齐齐停在机坪上的 737MAX8。

由于停飞令整整齐齐停在机坪上的波音 737MAX8，V 形翼尖特征非常明显

此次中国是民航局全球首个宣布机型停飞的国家，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通常是美国 FAA（美
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先发布停飞指令后其他国家再跟进。此次首先停飞说明我国民航局对于飞
行安全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而不是亦步亦趋。而一些外媒对中国民航局 11 日的 737MAX
停飞指令却充满偏见，认为中国这是为了在贸易摩擦中通过打击波音，来增加贸易摩擦谈判的
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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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笔者必须指出，中国是目前 737MAX 最大的用户（目前数量为全球最多），民航管理局对
737MAX 两次事故非常重视，本着安全第一，严控安全风险，对安全隐患零容忍的原则宣布
737MAX 停飞，这是对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责，是对我国民航事业的负责。停飞纯粹是出于
技术上安全因素的考虑，而非政治因素。
雪崩式停飞
在中国宣布停飞之后，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开曼，摩洛哥，阿根廷，南非，马来西亚和
阿曼宣布停飞。而新加坡民航管理局宣布停飞则是一个重量级新闻：这代表着新加坡这一世界
主要民航运输商也对波音 737MAX 的安全隐患充满担忧。新加坡民航管理局的禁令更加彻底：
新航 737MAX 停飞，任何 737MAX 不得进出新加坡。这使得西方部分媒体认为中国出于政治因素
停飞 737MAX 的言论不攻自破，难道新加坡也在和美国死掐贸易战？

新加坡民航局这一重量级选手加入停飞，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新加坡宣布停飞，737MAX 的禁飞令如雪崩般在西方国家中蔓延。先是澳大利亚这个没有
购买一架 737MAX 的国家宣布境内 737MAX 停飞，接着英国、法国、德国相继宣布停飞 737MAX，
并对 737MAX 关闭空域。根据最新消息，挪威航空与冰岛航空也都禁飞了 737MAX，相信其余欧
盟国家也会紧随英法德的步伐禁飞 737MAX 系列。
那么全球民航管理机构的领头羊，FAA 此时在干嘛呢？
坚持不停飞的 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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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世界民航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绝对的权威，标准的制定者，
制度的领头羊。我国民航局很多规章制度也均参考 FAA 所建立（如中国民航局 CCAR25 部系参
考 FAA 的 FAR25 部所建立）。FAA 享誉业界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使得它成了全球民航业当之无
愧的“武林盟主”，大家唯其马首是瞻。
然而 3 月 12 日 FAA 发布通告，强调了 737MAX 依然安全适航，并不会停飞。在通告中 FAA 表示
尽管外界强调此次空难与 JT610 空难非常相似，但是没有调查结论作为依据。而且 FAA 认为
JT610 空难之后，波音所采取的措施足够确保 737MAX 安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需要对 737MAX
进行立即停飞，737MAX 依然是安全可靠的。翻译一下 FAA 的说辞：737MAX，OK！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上 FAA 宣布全球停飞的机型。太过久远的暂且不说，就以 2013 年初
787 锂电池为例：2013 年 1 月 7 日，日航的波音 787 降落在波士顿后电子舱内锂电池起火爆炸；
2013 年 1 月 16 日，全日空波音 787 由于锂电池过热导致机舱冒烟紧急备降附近机场。9 天内
连续发生两起锂电池起火事故后，1 月 17 日 FAA 宣布了波音 787 全球停飞，一直到波音解决
了锂电池问题，才在 4 月 26 日解除了禁飞令，前后持续约三个半月。

日航 787 锂电池起火事件

波音 787 锂电池起火同类事故连续发生之后第二天，FAA 就果断下达了全球禁飞令，相比之下
在 737MAX 连续两起相似的机毁人亡空难之后，FAA 还未发布禁飞令就耐人寻味了，这与 FAA
的专业性与权威性是非常不相符的。但结合一些其他因素分析，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 FAA 不停
飞 737MAX。

FAA 为何不停飞 737MAX？
2013 年 787 锂电池起火都停飞了，737MAX 摔了两架了怎么还不停飞？这事情要从几方面来看，
首先波音是个美国公司，而 FAA 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 FAA 来说，波音是什么？是金主，
是“爸爸”啊！何况还是“亲”的，有所偏心也是正常的。2013 年波音 787 果断停飞一个是
连续两次都明确是锂电池，实在是说不过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波音 787 虽然是高端飞机，但
是高端代表着订单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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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初时，波音 787 的订单总数为 848 架，其中有五十余架交付，出问题的是锂电池问题，
容易解决，而且只是看上去吓人但实际只是皮肉之患，停飞也就停飞了。但 737MAX 作为市场
主力的中型机，订单数量远大于 787，总价值也远大于 787。2019 年时 737MAX 系列订单数为
4700 多亿美元，而且是两起机毁人亡重大空难，这能是一回事么？如果 FAA 宣布禁飞，那就
是承认 737MAX 有问题，要是一个操作不好影响到 737MAX 的订单，甚至 4700 多架的订单全完
蛋了……那还有没有波音这个公司就成了个问题了。
美国作为一个游说集团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波音也投入了不少的力量在游说这一前途广大符
合美国精神的事业上，对于 FAA 自然是有着一定的影响力。面对 ET302 空难这一“数十年未有
之危机”时，相信波音的 PR 部门里公关这一项开支会增加不少。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被“解雇”了之后，特朗普任命帕特里克·沙纳
汉为国防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曾是波音的副总裁。他上任了之后大力推动美国空军高
价采购 F-15X。F15X 作为 F15 的最新改型，价格比 F35 要贵出不少而且性能相差很多，但可以
使波音延续 F15 的生产线且获利颇丰。嗯，相信特朗普政府与波音并没有什么台面下的交易，
也没有利益关系，更没有以此影响 FAA 这一联邦政府的机构作出是否停飞的决定。

总统都发推特了，你们怎么就不理解呢！

如果说外媒认为中国停飞波音 737MAX“并非完全出于技术原因”，那么 FAA 或许因为“非技
术原因”决定不停飞 737MAX。在全球纷纷停飞 737MAX 时，尚有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 737MAX
大用户未宣布停飞，这使得美国人民对于 FAA 不停飞感到不满。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
坦也认为 737MAX 存在致命安全风险，督促 FAA 尽快停飞所有 737MAX。
FAA 是屈从于舆论压力选择停飞 737MAX，还是头铁继续认为 737MAX 不需要停飞，这是个很有
意思的事，笔者拭目以待。相比之下，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停飞国内波音 737MAX，等待事故调
查结论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此次中国民航局也派出数位专家参与埃塞俄比亚空难空难调查，
相信会给出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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