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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日前，400多名飞行员对波音
公 司 发 起 了 一 场 集 体 诉 讼 ，指 控 波 音 公 司 对 旗 下
737MAX 机种的“已知设计不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掩
饰”，并向其寻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是波音首次遭遇
来自737MAX机长的集体诉讼。据悉，这起集体官司将在
芝加哥法院接受审理，听审将于2019年10月21日举行。

停飞虽遭重创 波音仍有市场

去年以来，波音公司经历一波三折。
去年10月和今年3月连续两起重大坠机事件，将波

音公司及其旗下主打机型737MAX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不信任与
停飞的命令，波音生产该系列飞机的速度有所放缓，这
影响了波音的整体交付情况。

737MAX 作为波音甚至航空市场上最畅销的产品，
此次停飞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其市场占有率。德国《经济
周刊》报道称，在刚刚落幕的巴黎航展上，空客公司共
获得363架飞机订单，比波音公司多出了70余订单。这
是空客公司参加 3 年展会以来订单数目首次超过波音。
德国全球新闻网报道称，波音737MAX的后遗症正在发
酵，在世界多家航空公司状告波音索赔后，美国的多家
航空公司也开始转投空客。

然而，由于全球航空公司的商用飞机市场已基本被
波音和空客垄断，且两家公司占据大体相当的市场份
额，未来波音737MAX飞机的销售市场仍有上升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此前业界普遍低迷的预期，
波音公司在此次航展中也获得了共 292架飞机订单，其
中国际航空集团 （由爱尔兰航空、英国航空、伊比利亚
航空等欧洲航空公司组成） 就已签署购买了 200 架
737MAX飞机。这是自今年 3 月 737MAX飞机在全球停飞
以来，波音公司收到的首笔数量可观的订单。

集体诉讼索赔 双方各执其词

400多名机长集体控诉的焦点在波音737MAX飞机的
主要缺陷上，并且主张获取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据 美 国 广 播 公 司 报 道 ，指 控 认 为 ，波 音 公 司 为
737MAX 系列机种争议性地添加了自动化软件“机动特
性增强系统”（MCAS），这给飞机带来了“固有的危险气动

操纵缺陷”。指控中还说，波音对于该系统的说明只包
括飞行手册里简要的几句话介绍，飞行员不仅无从得知
MCAS的具体细节，而且也无法获取相关培训机会。

此番控诉与此前波音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丹尼斯·米伦伯格的事故总结侧重点有所不同。6月16日，
米伦伯格对外承认，两起波音客机空难发生前，737MAX
飞机处理机舱警报系统故障时出现错误。

对此，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合伙人、航空专业律师
金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该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都
不全面。

“‘机动特性增强系统’作为飞机上的一个重要系统，它
既包括该自动化软件本身，又包括配套的感应器及警报系
统，甚至还包括系统使用手册、操作说明和培训要求。”金喆
分析，米伦伯格从系统警告逻辑错误角度描述缺陷，实际上
是暗示系统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出现故障时警告系统有
误，从而降低其产品潜在缺陷的严重性。而飞行员主要从与
之相关的操作和培训角度对该系统提出质疑，从而证明该
系统损害了飞行员的利益。

再添质疑之声 复飞之路漫漫

面对此次内部飞行员的大规模指控，波音公司将承
受一系列后续影响。

金喆说：“飞行员提出 737MAX 的培训问题，进一步
增加了该机型复飞及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培训成
本是航空公司采购一种机型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之一。”

谈及波音公司应该如何处理这次指控，金喆说：
“当务之急，波音公司应该尽快恢复 737MAX 适航 （包
括修改操作手册），并妥善处理好遇难者家属、各航空
公司客户以及飞行员群体的诉求。”

早前米伦伯格曾对外界承诺，复飞波音737MAX机
型的过程将保持“透明”。对此，金喆认为，该“透
明”包含对内透明和对外透明两层含义。

“因为多国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布停飞命
令前就已纷纷发出737MAX禁令，使得FAA的委任代表适
航审定制度受到质疑，权威大打折扣。所以，对内透明是指
波音737MAX此次复飞适航过程将接受FAA甚至美国司
法部和国会的监督。而对外透明是为了尽快取得其他国家
的适航许可，毕竟737MAX主要市场在海外而不是美国。”
金喆介绍，全球对FAA适航认证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因
此波音复飞过程必将曲折而漫长。

中日韩青年创新创业论坛举办

本报电 （刘凯旋） 6 月 25 日上午，由全国
青联、中国国际商会、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联
合主办，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山东省青年联
合会、烟台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商会中日韩企
业交流中心承办的中日韩青年创新创业论坛在
山东省烟台市开幕。来自中日韩政府机构、商会
和企业的代表、创业青年、媒体记者等海内外嘉
宾相聚烟台，深入交流、共谋发展。

论坛以“互融互通共创未来”为主题，旨
在为中日韩三国青年企业家提供一个沟通理
解、分享智慧、合作共赢的舞台，进一步加强
三国青年企业家间的务实合作，助力三国经济
以及亚洲经济的融合发展。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山本恭司
在论坛致辞中说：“中日韩三国都十分重视鼓励
青年创业，且都已经积累了各自经验。三国若
能相互借鉴，必定获益良多。”

韩国 JC中央会长张胜弼表示，中日韩三国
是关系密切的重要伙伴，希望三国青年增进了
解，共同发展。日本JC副会头加藤宗兵卫呼吁，通
过深化中日韩交流，加快三国产业融合、产业研
发及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

据悉，中日韩产学研界代表还就三国合作
进行了主题演讲，三国青年代表共同宣读了

《中日韩青年创新创业烟台倡议》，签署了8项务
实协议并举办了中日韩青年企业家洽谈会。论
坛结束后，中日韩三国青年还共同考察了烟台
当地的中外企业。

波音737MAX还能复飞吗？
钱盈盈

“世纪协议”出炉 “经济方案”充数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世纪协议”出炉 “经济方案”充数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世纪协议”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力推的旨在
解决巴以问题的中东和平新方案。

近日，新鲜出炉的“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在
巴林遇冷。6月 25日至 26日，美国与巴林合办的

“和平促繁荣”经济研讨会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
行。而6月22日美国公布的“世纪协议”的经济方
案是此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但由于绕过了“世
纪协议”中核心的政治方案，本次会议遭到巴勒斯
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环 球 热 点

国 际 时 讯

6 月 21 日至 23 日，罗马尼亚国
际民间音乐和传统艺术节在罗马尼
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吸引了罗
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
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加。

▲上图：6 月23日，在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当地演员在罗马尼亚国
际民间音乐和传统艺术节上表演。

彼得雷斯库摄 （新华社发）
▶右图：6月21日，艺术家在

参加罗马尼亚国际民间音乐和传统
艺术节开幕式。

克里斯泰尔摄 （新华社发）

罗马尼亚办国际民间艺术节罗马尼亚办国际民间艺术节

图为参会嘉宾聆听论坛发言。 刘凯旋摄

俄美以涉伊朗问题会晤无果

6月25日，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三国在耶
路撒冷举行会晤，主要讨论伊朗在叙利亚的军
事存在问题。由于三方立场大相径庭，会议没
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共识。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称
伊朗是地区“好战和侵略行为的源头”，威胁了全
球石油供应。他敦促伊朗放弃拥有核武器，停止
支持恐怖主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议开幕时发表
讲话，敦促在2011年后抵达叙利亚的外国军队全
部撤离。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则重
申，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他不同意将伊朗视为
地区的威胁，相反，伊朗在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
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 （据新华社电）

画大饼 四处化缘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世纪协议”虽露
出部分真容，但“犹抱琵琶半遮面”。

6月22日，美国白宫网站公布了名为“和
平促繁荣：巴勒斯坦人和泛中东地区的新视
野”计划。该计划被称为“世纪协议”的经济
方案。而“世纪协议”的政治方案部分预计推
迟至今年11月发布。

“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被称作中东版
马歇尔计划。据美联社报道，根据计划，未来
10 年，美国将为巴勒斯坦地区筹募 500 亿美
元，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设价值 275 亿美
元的项目，为埃及、约旦和黎巴嫩境内的巴
勒斯坦人分别建设价值91亿美元、74亿美元
和63亿美元的项目。项目涉及医疗、教育、电
力、水、高科技、旅游和农业等领域。

其中，经济方案关于巴勒斯坦的安排事
无巨细，包括3大块179项基础设施和商业项
目。《约旦时报》报道称，这一经济方案的愿
景是，在今后 10 年，实现巴勒斯坦国内生产
总值翻一番，促成对巴勒斯坦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创造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
降至10%，贫困率降低50%。

“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似乎为巴勒斯
坦的未来擘画了美好愿景。但有媒体直言
不讳地指出，“世纪协议”更像是美方给巴
勒斯坦画的一块“大饼”。

谁将为经济方案 500 亿美元“埋单”？白
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
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富裕的波斯湾国家和
亚欧国家，以及全球的私人投资者都能够共
同来分担这张巨额账单。对此，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的评论讽刺说，库什纳拿出的计划
就像特朗普的房地项目在招标，但美国却没
有为这500亿美元贡献出一分钱。

“‘世纪协议’也被国际舆论戏称为‘世
纪交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
所长牛新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份解决巴以冲突的一揽子计划，基本原
则是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让步，即美国、以
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国家向巴勒斯坦提供
经济援助，巴勒斯坦则在领土、主权、安全等
议题上让步。”

对此，不仅巴勒斯坦不买账，以色列媒
体也持怀疑态度。以色列《国土报》评论称，
这更像是一个“愿景”，而不是具有可行性的
实施计划。

谋折中 本末倒置

美国政府为什么将“世纪协议”中更
关键的政治方案推迟呢？

据《约旦时报》6月26日报道，白宫高级顾
问库什纳表示，在经济发展路径上达成一致
意见是巴以实现和平的必要前提。《华盛顿邮
报》报道，美国政府有意分阶段出台经济方案
和政治方案，以免“世纪协议”“见光死”。

牛新春指出，今年6月以色列内塔尼亚
胡政府组阁失败，9 月将重新举行议会选
举。照顾以色列大选也是美国推迟“世纪
协议”政治方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斯里认
为，“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不是纯经济方
案，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影响。

众所周知，2002 年，第 14 次阿盟首脑会
议一致通过“阿拉伯和平倡议”。作为“阿拉
伯和平倡议”的一部分，多年来，“两国方案”
一直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国际共识。

“‘世纪协议’明显背离国际社会认同的
‘两国方案’，将经济方案作为解决巴以问题
的前提条件更是本末倒置。”牛新春认为，没
有政治安全保障，巴勒斯坦经济发展根本无

从谈起。
据路透社报道，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

库什纳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根据
阿拉伯和平倡议达成以色列-巴勒斯坦协议
将是不可能的，需要采取一个介于阿拉伯
和平倡议和以色列立场之间的折中立场。

牛新春无奈感叹，“世纪协议”无情地折
射出巴勒斯坦问题的残酷现实。如今，以色
列牢牢控制着加沙、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
冷，几乎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以色列允许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西岸3%的领土，
却不断扩建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世
纪协议”不仅反映这种现实，而且要承认这
种现实，更要使其合法化。

美国在巴林召开经济研讨会的目的昭
然若揭。“为了分化阿拉伯国家”，牛新春表
示，对于“世纪协议”，巴勒斯坦从一开始就
拒绝参与。所以美国选择把重心放在一些阿
拉伯国家身上。

但“世纪协议”显然出师不利。美联社报
道称，阿拉伯国家参会代表都重申对巴勒斯
坦的支持，要求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
前边界为依据，实现巴勒斯坦建国。

偏心眼 难获支持

“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序言中写道：该
计划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
的现状，在巴勒斯坦的历史上打开一个新篇
章，不再有灾难和失去，只有自由和尊严。

美国画的“大饼”看起来很美味，巴
勒斯坦是否会以此“充饥”？

巴勒斯坦阿拉伯事务部长扎基表示，
美国“世纪协议”是一个不公正的方案，
它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应有的许多政治权
益。“该协议试图进一步边缘化巴勒斯坦，

‘以经促政’的企图完全偏离此前的和谈轨

道，巴方不会接受。”
阿拉伯国家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此起

彼伏。黎巴嫩议长纳比·贝里发表声明说，黎
巴嫩不会接受以牺牲巴勒斯坦事业和巴勒
斯坦人民权利为代价的美方投资，呼吁阿拉
伯国家一同反对扼杀巴勒斯坦事业的企图。
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组织就巴以问题多
次发表声明，不接受任何与国际准则相违背
的协议。

路透社报道称，从苏丹到科威特，知名评论
员和普通公民以相似的措辞谴责“世纪协议”
是“巨大的时间浪费”、“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牛新春指出，巴以问题涉及多个阿拉
伯国家，其中分散在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数
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是相关国家最关心的问
题之一。因此，任何解决方案，不仅要满足巴
以双方的愿望，还要满足其他阿拉伯国家
的关切，而“世纪协议”显然不具备这个
条件。

据路透社报道，尽管沙特、阿联酋、埃
及、约旦、摩洛哥等国参加巴林经济研讨会，
但“世纪协议”在海湾地区所获支持“有限”。

《约旦时报》评论称，巴林经济研讨会将
被视为解决巴以冲突的又一次失败尝试。美
国的经济方案对巴方的核心关切只字不提，
例如边界问题、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和巴勒斯
坦难民问题。核心仍然是一种默认“以色列
占领”，默认“以色列拒绝遵守国际决议和公
约”的政治主张的延伸。巴勒斯坦人的斗争
将继续下去。

“巴以争端是中东问题的根本，‘世纪协
议’是美国搅局中东的一大抓手。”牛新春表
示，不难预料，未来中东局势注定不会平静。

上图：6月25日，在位于黎巴嫩首都贝
鲁特的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总部前
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一名示威者手举写有
反对“世纪协议”等口号的牌子。

比拉尔·贾维希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