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1988年， 当时中

国民航总局就规定在其

注册的民用飞机上都须

禁烟，并在明显的位置悬

挂提示标志。国际民航组

织 153个成员代表曾在

1992年开会决定： 各国航

空公司必须在1996年7月1

日前禁止旅客在国际航

班上吸烟。 中国也于1993

年7月1日开始在国际航

班上实行禁烟。

在飞机上吸烟不仅污

染空气， 更可怕的是它还

会危害飞行安全。 据国际

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

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

所吸烟， 并将烟头随意丢

弃引起的。因此，为了您的

安全与健康， 请不要在飞

机上吸烟。

（中国民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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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 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联合航

空KN5216次班机上，竟有乘客在飞机

加油以及飞行过程中吸烟。 飞机到京

后， 当其他乘客向机组成员讨要说法

时，机长与乘客发生冲突。昨天上午，

多名乘客滞留在北京南苑机场， 要求

航空公司给个说法。

乘客反映

飞机上竟有人抽烟

昨天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北京南

苑机场到达厅， 多名乘客正拎着大包

小包，滞留在行李领取处，毫无离开之

意。乘客霍先生说，他们一行人都是前

晚乘坐联合航空KN5216航班从成都

飞至北京的，之所以飞机到达4小时后

还逗留在机场， 是想要航空公司给个

说法。“我们都不理解，飞机上怎么可

以吸烟呢！” 霍先生等不少乘客十分

气愤， 表示飞机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过

程中，发生了两次乘客吸烟的情况。由

于天气原因，飞机曾备降在太原。就在

飞机从成都飞到太原期间， 有乘客反

映，发现有人在飞机上吸烟。“他应该

是去卫生间抽的， 之后乘务人员也在

他身上闻到了烟味。” 乘客白先生告

诉记者，乘务人员发现该乘客吸烟后，

将其身上的香烟和火柴没收。“开始

那个男的一直不承认， 后来因身上烟

味太重被发现， 而且藏火柴的一幕又

被人看到，才终于承认了。”

乘客要求重新安检

机长草草了事重新起飞

此外，乘客邓女士告诉记者，就在

飞机在太原机场加油时， 飞机上的四

五名乘客看到飞机舱门开着， 便走到

飞机舱外的舷梯上吸烟。这一举动，乘

务人员看在眼里，却没有制止。“都经

过安检了，怎么会还有明火在，司乘人

员也不管，我们觉得这很不安全。”

“我们说了半天，一个乘务员才拿

了个纸杯让他们把烟灭了。” 邓女士

说，当时不少乘客向乘务人员投诉，要

求制止吸烟的行为，并要求再次安检。

“当时我们也报警了，现场的警察也说

应该重新安检， 但机长说有旅客着急

回京，草草了事之后就又起飞了。”

昨日早晨， 航班在北京南苑机场

降落。 想到从起飞开始便遇到的种种

不快，乘客们找到机长讨要说法。就此

事，记者在机场的VIP贵宾中心找到一

名樊姓值班经理。对方表示，目前已经

将旅客所反映的种种情况反馈给联合

航空的总公司， 公司会针对这些问题

进行研究并作出回应， 但目前还没有

得到任何消息， 对于旅客也没有临时

的安置方案，只能继续等候。

据法制晚报

成都飞北京航班被曝多人吸烟 30名乘客滞留北京南苑机场讨说法

“机长说:我同意,他们就能抽烟”

“航空公司是明令禁止航班上吸

烟的。”昨日，成都本地一家航空公司

资深空乘人员表示， 飞机在高空飞行

时机外空气稀薄， 而客舱内是相对密

封的，吸烟严重污染客舱环境，影响飞

机内设备的正常运行， 甚至容易发生

火情，所以必须禁止吸烟。烟草中的尼

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 它会使

飞行员全身血管收缩，视力下降。不但

如此，当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时，任何

特殊情况导致的后果都是地面的3~4

倍甚至更大， 例如旅客偷偷在厕所吸

烟，由于怕被乘务员发现，急忙将烟头

扔进垃圾箱， 未完全熄灭的烟头就很

有可能引发火情，后果将不堪设想。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四川通报3起

违反“八项规定”案件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日通报了170件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这些案件

是8月25日至昨日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的。这也是该网站近期连续第四周进行集中

通报。案件主要涉及公款旅游、公款购买购

物卡、违规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补助福

利、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大吃大喝、违反

工作纪律、公款购买月饼、违规接受宴请和

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私设“小金库”、收送

节礼等问题。其中，四川省通报3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分别为：宜宾市江安县

汉安中学校长刘志成组织教职员工公款旅

游， 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处分；广

安市前锋区代市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陈友族

收受本单位职工节礼，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甘孜州丹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更登泽郎

违规大办婚宴，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

免去丹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

（新华社 中纪委网站）

为女办升学宴

巴中一小学校长被停职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蒋麟）

8月下旬，有

网友爆料称， 巴中恩阳区上八庙镇中心小

学校长张友勤借二女儿考学， 大办几十桌

宴席。昨日，巴中市恩阳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纪委书记刘玉全证实， 恩阳区上八庙镇中

心小学校长张友勤因办升学宴被停职调

查，目前，具体办了多少桌、收取了多少礼

金等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公车私用出车祸

井研社保局长被党内严重警告

成都商报讯（记者 顾爱刚）

乐山市井

研县社保局长鄢晓飞私用公车参加聚餐，

返回途中遭遇车祸，4名社保干部竟全部弃

车跑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当地宣传部

门获悉， 该县纪委决定对鄢晓飞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其余涉事社保局干部的处

分还在研究中。

8月8日20时50分， 乐山市井研县城区

迎宾大道冠邦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车牌号为川LS3691的小车撞上了一辆车

牌号为川LR9923的小车，吸引了大量群众

围观。据车牌号为川LR9923的小车车主左

先生介绍，当时发生车祸后，对方车上下来

了4个人，有围观群众认了出来，司机是井

研县社保局副局长汪德华， 另外还有局长

鄢晓飞等人，他们满脸通红，散发着酒气。

据汪德华介绍，事发当天，经局长鄢晓飞同

意， 他开车和鄢晓飞等人前往自贡市荣县

来牟镇吃饭。汪称，属于私人掏腰包宴请，

不是公款消费。

同步播报

对霍先生来说， 这一趟从成都飞往北京的

旅程，可以算得上“惊心动魄”。

飞机厕所有烟味 空姐发现抽烟者

昨晚，已回到北京的霍先生，通过电话向

成都商报记者还原了事情的经过。

8月30日晚上，霍先生和妻子搭乘联合航空

KN5216航班从成都返京。22点11分， 这架基本

满员的波音737客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

霍先生坐的是头等舱， 起飞后一个多小

时，他听见机舱后方传来一阵骚动。“空姐发现

机尾的厕所里有烟味。刚开始没人承认，但后

来空姐找到了吸烟者。”

根据民航相关法律法规， 民航飞机内严禁

吸烟。航空史上，飞机一旦在飞行过程中起火，

常常导致机毁人亡的重大空难。最终，空姐收缴

了吸烟乘客的香烟和火柴，该乘客也道了歉。但

他并非唯一一个将火源带上飞机的乘客。

备降太原 又有人到舱门口吸烟

因北京暴雨，KN5216次航班昨日0点7分在

太原机场备降，“当时广播里说北京天气已转

好，很快就能起飞，所以大家就在座位上等着，

很多人都睡着了。”霍先生说，由于一路上已很

疲劳，他醒来时已是凌晨3点。当时，他看到有乘

客走到前舱，要求打开舱门透气吸烟。此时，飞

机停在太原机场停机坪，前舱门已打开，接驳

着登机梯。让霍先生意外的是，没过多久，他竟

闻到了机舱口传来的烟味。霍先生的妻子找到

空乘，质问为何允许乘客在飞机上吸烟。而吸

烟的四五个小伙就在舱门口，此时飞机刚加满

油，油车还停在飞机旁边。霍先生说，从乘客拍

摄的视频上，还能看到扔在机舱口的烟头。

不少乘客当即表达了强烈不满，有乘客选

择了报警。随后，太原机场公安赶到。霍先生回

忆说，公安表示按程序需要全体乘客下机重新

安检， 但机组人员坚持说重新安检太耽误时

间，飞机很快就要重新起飞，于是并未做任何

处理，飞机于凌晨4时8分重新起飞。

乘客要求机组道歉航空公司赔偿

昨晨4点57分，飞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约

30名乘客要求机组人员给一个说法，“我们要

求见机长，给我们一个说法。这是一趟根本没

有安全保障的旅程，那些抽烟的乘客根本没有

人管，到北京之后就直接离开了。”他们留在飞

机上，试图与机长沟通。

霍先生说，机长态度蛮横，称“既然已经安

全到达了，那还说什么呢？”霍先生等人质问，

在太原机场等候时为何有人能在舱门口吸烟，

机长竟称“只要我同意，他们就能抽。”在争论

中， 多名乘客见到机长推了霍先生的妻子。随

后，机长带领机组人员离开。

一小时后，这些乘客被机场工作人员带到

机场行李提取处。乘客们不愿离开，坚持要求

航空公司给一个说法。霍先生说，直至下午两

点， 才有航空公司相关负责人出面与乘客谈

判。中午则是南苑机场向滞留的乘客们提供了

午餐。 霍先生代表留下的乘客提出了三点诉

求：第一，联合航空公司彻查当班机长、全体机

组人员向乘客道歉；第二，退回全体乘客的机

票钱；第三，耽搁的9个小时由航空公司按照每

小时每人200元进行赔偿。 截至昨日22时记者

发稿时，据霍先生介绍，三点要求仅最后一条

经济赔偿得到航空公司认可。 另外两条诉求，

航空公司表示将于今日下午6时前答复。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30名乘客要求机组给说法

这是一趟没安全保障的旅程

乘客

讲述

飞机上吸烟 有啥后果？

可处以罚款和行政拘留

民航法专家张起淮表示, 根据我

国民航安全保卫相关规则， 现在所有

飞机航班全部禁烟， 包括起飞与着落

整个飞行过程均不能吸烟， 甚至整个

停机坪包括跑道范围内都是严禁烟火

的，即便是在舱门外，也绝对不允许吸

烟。另外，他表示，民航安检规定，火种

以及易燃易爆物品禁止进入隔离区，

火柴容易发生自燃，属于火种，但在安

检过程中红外线不容易扫到， 因此在

安检检查时也需要格外注意和留心。

“将打火机带上飞机是严重危害空防

安全的行为。”张起淮认为，这些乘客

将火种带上飞机，还在飞机上吸烟，安

全观念淡薄， 根据治安处罚条例和民

航安全保卫相关条例， 应该处以罚款

和行政拘留， 情况严重的还应该处以

刑事责任处罚， 而空乘和空中安全员

发现后要及时制止, 必要时可联络地

面警察将其制服。

飞机上吸烟，有多严重？

尼古丁会让

飞行员视力下降

八成机上火灾

由乘客厕所吸烟引起

多 / 读 / 一 / 点

昨日，多名乘客滞留在北京南苑机场向航空公司讨要说法，机场方向他们提供了午餐 图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