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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2013年12月17日至2015年9月
12日，全球无人机和遥控飞机与民航共发生了

327起危险接近事件，28次导致航班改变航线。北
京、成都等地都发生了无人机扰乱机场事件。2015
年7月至2016年9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空域共发
生6起无人机、航模等飞行器入侵事件，不同程度导
致机场临时关闭、航班延误、备降等情况。

就在2017年2月3日下午3时左右，深圳机场
附近发现不明升空物飞行，期间机场部分进出港航
班运行短时受到一定影响，警方正在作进一步调查。

北京·首都机场
无人机致飞机空中避让 4人获刑

2013年12月29日，北京某公司员工遥控一
架经航模改装的无人机，在首都机场东部开展
测绘作业。该机在拍摄中被空军雷达发现，空
军出动2架直升机将其拦截。该无人机还造成
十余班次飞机延误起飞，两航班实施空中避
让。该公司经理和3名员工被刑拘后，法院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4人缓刑。

成都·双流机场
无人机致55个航班延误 逃之夭夭

2016年5月28日傍晚，民航西南空管局塔
台在雷达上发现东跑道上空有无人机活动，无
人机飞行高度恰与民航航班飞行高度一致。机
场立即通知龙泉驿区公安部门查找，导致机场
东跑道停航1小时20分钟，造成55个航班不能
正常起降。当日19时40分，无人机从雷达上消
失，航班才恢复正常。

四川颁布无人机“限飞令”
机场净空保护区“黑飞”要遭查

2016年9月1日，西部战区空军
参谋部、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民航西
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四川省公安
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全省军民航机
场净空区域安全保护的通告》，双流国
际机场净空保护区内，未经军民航空
中管制部门许可，将禁止放飞无人机。

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距机
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
外20公里以内的区域；军用机场净空
保护区域是指距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
各15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以内的
区域。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
具体包括下列行政区域：成都市武侯
区、青羊区、锦江区、金牛区、成华区、
高新区、天府新区、双流区、温江区、郫
都区、新津县，眉山市彭山区。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凡开
展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应当提前向军
民航职能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
可实施。在机场净空区域内实施上述
违法行为的，军民航职能部门、公安机
关将依法予以查处。

四川省无人机飞行协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国内对无人机驾驶员的
需求是10万人，从事无人机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企业已超过 500 家，全球
70%的中小型无人机都是中国制造，
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送货、航拍、勘
测、农田等多种活动。建议对无人机
的管理应疏堵结合，比如划出一块特
定的区域专供无人机飞行。

事实上，成都郫都区，专供无人机
飞行的一块区域已经开放。“净空区的
设定范围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任
何产业发展也要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
础上。”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陈忠
表示，此次的通告并非“一棍子打死”，
净空区内并非完全禁飞，只要申请经
军民航空中管制部门许可，无人机一
样可以飞。

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规定，在机场净空
保护区域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升放无人驾
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情节
严重的，将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此
外，2017年1月16日，公安部发布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在第四
十六条特别增加规定称，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
飞行无人机、动力伞、三角翼等通用航空器、航空
运动器材，或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
球等升空物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
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

“报告塔台，报告塔台，飞机左侧
发现发光飞行器，目视距离较近！”

2017年2月2日21点26分，绵
阳机场塔台收到一架正在降落航班
的紧急报告。

来历不明发光飞行器，让绵阳机
场高度紧张。塔台立即通知多个部
门、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暂停所有
航班进出港。3个航班备降成都、重
庆，5个出港航班延误，机场2个多小
时后才恢复正常起降。据绵阳警方
初步调查，怀疑是附近有人操控“黑
飞”无人机。

这是去年以来，四川第三次影响
航班的不明飞行物目击报告。
2016年5月28日、8月2日，
成都双流机场先后发生
两起无人机阻碍航
班正常起降事
件。

绵阳机场空中惊魂

“黑飞”无人机 公安部拟定处罚法

好险好险 飞机正在降落 左侧出现发光飞行器

“报告塔台，报告塔台，32号跑道进近时，距地
面高度300多英尺（近100米），距跑道头1海里（2
公里左右），飞机左侧发现发光飞行器，且飞机目视
距离较近。”2月2日21点26分，绵阳机场塔台收
到了正在降落的CA1918航班飞行员报告。

“飞行器距离地面只有100多米高，而且出
现在进出港的跑道附近，一旦与飞机相撞，极可
能出现机毁人亡的特重大安全事故。”绵阳民航
管理局运行中心副主任任浩说，塔台接到报告
后，立即通知了运行中心、机场公安分局、净空
办、安质部等，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为了保证

安全，机场暂停了所有航班进出港。
因为光线对飞行航班有很大的影响，特别

是下降过程中，甚至地面光线在驾驶舱玻璃的
反射，都可能让机组产生误判。“CA1918航班飞
行员具有丰富的飞行经验，飞机左侧的飞行器
并未干扰飞行员，该航班顺利降落。”任浩说。

考虑到安全隐患并没完全消除，取得管理
部门批准后，当晚，由南宁飞往绵阳的GX7863
航班备降重庆，昆明前往绵阳的9C8596航班、
兰州飞往绵阳的DZ6256航班备降成都。受此
影响，5个出港航班延误。

寻踪寻踪 机场全面排查怀疑有人操控无人机“黑飞”

情况发生后，绵阳机场公安分局对净空
保护区域进行了大范围地面排查。“首先是想
确定不明飞行器到底是什么，是否有人故意
在机场附近进行飞行活动。”任浩介绍，根据
现场情况，初步分析怀疑附近有人操控无人
机“黑飞”，但还没有查找到飞行物的踪迹和
操控者。

经过相关部门严格排查，确定净空保护区
无障碍物后，当天23点40分，绵阳机场恢复正
常起降，23时59分，第一架出港飞机起飞。

机场净空保护区是指为保障航空器在机场
安全起飞和降落，按照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
的要求划设的一定空间范围。绵阳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是指跑道中心线两端各20公里，两侧各
15公里范围。核心区域为绵阳南郊机场周边
（涪城区石塘镇瓦店村、浸水村、范家村，经开区
城南办事处文武村），重点区域为科创园区、高
新区、涪城区、经开区、游仙区。

目前，绵阳市公安局正在对事件作进一步
调查，一经查实，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呼吁呼吁 飞艇孔明灯航模升空物持有者按规定飞行

近年来，无人机在各个领域的使用越来广
泛，特别是消费型无人机的发展，无人机的使用
迅速扩张，但具备专业级无人机驾驶员资质的
人非常少。

民航局先后出台了《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
理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
管理办法》。两项法规一个针对驾驶者，一个针
对飞行器，填补了法律空白。按照新规，凡可超
视距飞行的无人机都属于七类飞机，不仅需要
证照，飞行时还必须通过地区管理局评审。业
内人士认为，目前绝大多数无人机都在“黑飞”。

无人机屡现机场，对航班安全也构成严重威

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
机场管理条例》、《关于严禁在绵阳南郊机场净空
保护区域施放无人机等升空物体的通告》等相关
规定，严禁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进行非法飞行
活动，确需施放的应按《关于升空类体育竞赛项
目净空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向绵阳民航管理局
申报，许可后方可施放，公安机关将对非法飞行
活动进行严厉打击，确保民航飞行安全。

绵阳机场呼吁无人机、自由气球、飞艇、孔
明灯、航模等升空物持有者，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飞行活动，“对于‘黑飞’的现象，法律上也应该
出台细则，严格进行处罚。”

立法立法 无人机乱飞公安部拟制定处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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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三家技
术公司研发出了一
种新的“反无人机防
御系统(AUDS)”，它拥
有雷达探测元件和
先进的跟踪能力，并
搭载一个能让无人
机无法靠近的小型
神秘装置。通过对
准无人机的定向天
线并发出无线电信
号，以干扰无人机操
作员发出的无线电
信号。当无人机接
收到AUDS的信号时，
就会“僵住”，拿不准
该往哪儿飞。AUDS

英国反无人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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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最新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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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操控者可以让无人
机在一段距离之外盘旋，直
到电量耗尽并坠毁。
综合央视、新华社、四川日报

英国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

无人机
闯入绵阳机场
示意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
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一是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和督查，集中曝光
一批典型案件。二是落实欠薪发生地省级政
府负总责、市（地）县级政府具体负责的属地责
任和人社部门监管责任，对工作不到位的要问

责。三是各级人社部门要畅通网站、热线等欠
薪投诉举报渠道，并通过媒体或在工地设告示
牌等方式广而告之，让农民工投诉“有门”。四
是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制度，对列入名单的
企业采取限制市场准入等惩戒措施。五是以
工程建设领域为重点，督促企业依法按月足额
支付工资。 据新华社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

昨日不明飞行物扰乱深圳机场

航班号 到达地 状态

GX7863 绵阳 延误

9C8596 绵阳 延误

DZ6256 绵阳 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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