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安全，美国空
域中的“路权”优先给了
有人驾驶飞行器，无人机
基本排在最后。

无人机的操作者不应
干扰比它大的飞行器的航
线，应离开对方航线。

美国推出
无人机
管理规则

摄影、安全监控、农业播
种、灾害监控、人员搜救……近
年来无人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
多，但也带来不少麻烦。失控的
无人机曾让操控者和无辜市民
受伤，也曾坠落白宫草坪引起不
小骚动。记者近日探访纽约新泽
西无人机飞行学院，并请学院创
始人詹姆斯·巴恩斯解读美国无
人机管理。

第107条管理规则
工作、娱乐无人机需守相应规定

相对于无人机技术的飞速发
展，法律和监管慢半拍。直到2016
年 6 月 21 日，美国联邦航空局针
对小型民用无人机系统（UAS）推
出了首部管理规则，业界俗称第
107条管理规则，标志着小型无人
机被首次列入美国领空管理。

新规则从去年8月开始实施，
对重量55磅（约25千克）以下的无
人机飞行进行约束。联邦航空局将
飞行目的分为娱乐和工作两种，飞
行员和无人机都需要遵守相应的飞
行规定。

巴恩斯对此解释说，工作用途的
无人机飞行首先需要驾驶员有飞行
执照；此外，飞行器必须保持在视线
内，飞行高度不能高于400英尺（约
120米）；一旦进入机场周边5英里（约
合8千米）范围内，就必须通知机场塔
台；不能在夜间飞行；不能在人群上空
飞行；要远离紧急情况现场。

以个人娱乐或教育为目的的无
人机飞行则无需持照，操作者可以是
科学课上的小学生，也可以是希望航
拍海滩美景的摄影师。

空域中的“路权”
无人机基本排最后

在飞行执照考试中，无人机操作
者都需要了解美国的“空域”概念。美
国的空域共分为 A、B、C、D、E、G 六
级，无人机需遵守G级空域规则。

G级空域是非管制空域，在美国一
般指其他级别空域外距地面约4400米
以下的空间，无雷达覆盖，没有管制。

“在空域中，需要考虑军用飞机、商
用飞机、私人飞机、热气球，接下来才是
无人机。”巴恩斯说。可见，为保障安全，
空域中的“路权”优先给了有人驾驶飞
行器，无人机基本排在最后。

巴恩斯说，无人机的操作者不应干扰
比它大的飞行器的航线，应离开对方航线。

为避免无人机飞入联邦航空局设定
的“禁飞区”，管理部门还在智能手机终端
推出了应用程序B4UFLY，无人机操作者
可在飞行前查询空域管制情况。比如纽
约，由于机场密布和特朗普大厦上空禁
飞，无人机基本无法进入曼哈顿上空。

纽约市也基本无法操作无人机，“因为随
处都有无线网络信号、高楼、玻璃窗的反射和
GPS信号干扰，曼哈顿飞行非常不安全”。

巴恩斯对去年航空管理法规的推出感
到欣慰。他认为这是迈向完善的无人机管
理规则的第一步，“我们希望在管理的同
时，不要因为用力过猛扼杀了这个行业；但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规章这个行业肯定会窒
息。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规章尽量赶上
行业的步伐。”

目前，无人机在拍摄、监测、农业、救援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无人机“黑飞”也
在严重干扰着正常社会秩序。

据业内人士介绍，如果重量为10公斤的无人机与飞行速度每小时900公里的飞机相
撞，冲击力将达到125万牛顿，其能量不亚于一颗小口径炮弹，会直接洞穿机体，造成机毁
人亡的惨剧。机场一旦发现无人机等航空器靠近飞机，会紧急采取措施，在确保安全后，
航班才能恢复正常起降。

重庆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2日晚，重庆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持续时间长达
近4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
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事实上，除了造成航班延误，已经出现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直接威胁公共安全
的事件。今年1月15日下午，杭州萧山机场附近有人使用无人机近距离拍摄飞行
中的客机。业内人士分析，无人机当时距离民航客机仅百米左右，已严重威胁航
空安全。在机场净空区域以外，无人机“黑飞”也频频出现意外。2015年7月1
日，深圳市福田区一架无人机突然从高空坠落，将当地一户居民的私家车砸
坏。“即使是小型无人机，从高空坠落也足以伤人。另外，无人机‘黑飞’也有
可能造成隐私泄露。一些较为专业的无人机，在技术上能从高空清晰拍摄
小到汽车牌照的物体，因此可轻松获取很多私人画面，更不用说从一二百
米的距离内拍清人脸了。”银川市一位持证无人机驾驶员说。

据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执行秘书长柯玉宝介绍，近
年，我国无人机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达到50%以上，已进入爆发式增
长阶段。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无人机行业研究报告》指
出，预计到2025年，我国无人机市场总规模将达到750亿元。

专家表示，在无人机销售环节，目前没有相应的准入制
度，购买门槛不高，埋下不少隐患。

记者近日在淘宝、京东等电商网站，以“无人机”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发现价位从数百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的无人机
产品达100页之多，包含市面上常见的各种品牌、型号的
无人机。记者在一款“四轴高清航拍无人机”的页面上看
到，该产品月成交量达2911笔。记者尝试下单购买后
发现，购买无人机和购买衣服一样简单。

根据现有制度，要使用无人机，需事前
向相关部门提出飞行计划申请并得到批
准，操控者还需有无人机驾驶执照。但现
实中，多地无人机操控者接受采访时却
表示，平时操控无人机飞行，“只要不出
事，基本没人管”。

重庆市资深无人机操控者刘先
生说：“无人机的飞行管理，目前实
际上大部分是机场在做，而我们
平时外出航拍一般不会申请，也
没人会管，飞行主要靠自律。”

“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培
训费要上万元，实在太贵
了。至于提出飞行计划申
请并得到批准，需要有飞
行任务委托书，还要提
前好几天携带相关文
件、材料到相关部门
办理审批手续，非常
繁琐。”云南省昆明
市无人机飞行爱
好者黄先生说。

2月2日，来蓉的福建彭先生
在“成都通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租了一辆宝马车，当场交了1.2万
元租车保证金。车辆租用费每天
450 元，双方约定使用两天，使用
结束后租车费用从保证金中扣除。
2月3日晚上，彭先生来到租车公
司还车。他说，扣除两天租车费用
900 元，租车公司应退他 1.11 万
元。但租车公司告知他，需要押
3000元违法押金一个月。“当时租
车公司工作人员说财务不在，第一
笔8100元第二天先打到我卡上。”
因第二天就要回福建，彭先生将自
己的卡号留给了对方。然而，他没
想到，接下来的三个月，他要艰辛
地讨还欠款。如今，彭先生已记不
清打过多少电话，才分三次从租车
公司那里拿回仅5000元钱。

“我们已对这家公司立案，调
查已结束。”龙舟路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涉及该
公司的类似投诉不止这一起。昨
日，通京汽车租赁公司被工商部门
约谈后，向彭先生保证，“本周之内
将剩余款项退还。”该公司余姓负
责人解释并非故意拖延，“刚开始
做生意，遇到了一些困难。”同时，

他否认公司还有其他类似纠纷。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刘静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08
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扫码下载
商报客户端，
进入“投诉”频
道，点击“我要
投诉互助”按
钮，上传您在
消费中产生的
纠纷和问题，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
以便我们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

■为消费者排忧解难、深入维权
■揭穿消费陷阱、曝光不良商家

与女友到山东旅游的第一天，
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分局桥湾派出
所指导员刘濮渔在济南大明湖里
救下一名62岁的轻生老人。“我是
一名警察。”刘濮渔说，当时没有多
想，情急之下忘了自己不会游泳，

“还好岸边水浅，只到我小腹。”
据济南媒体《生活日报》报道，

15日，大明湖景区，一位62岁的老
人疑似轻生跳湖，到济南旅游的一
对四川情侣路过，与其他游客合力
救出落水老人。救人的刘先生是一
位民警，他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勇
敢跳湖救人。刘濮渔便是新闻中的
跳湖救人男子，他是达州市公安局
达川分局桥湾派出所指导员，成都
商报记者昨日联系上了他。

“我和女朋友从达州到济南旅
游，15日上午才到。”他介绍，当天下
午两人去大明湖景区游玩。“大概下
午5点多，我们走到了一处堤岸。”他
说，当时一个身穿红衣的老人蹲坐在
岸边，“我们当时还说，她这样有点危
险。”话音刚落，“扑通”一声，老人已
落水。他随后跳湖救人，“还好水不
深，就到我小腹。”

刘濮渔告诉记者，自己靠近老
人准备施救时，“她喊我不要救她，
说不想活了。”不过他还是奋力将

老人拽回岸边，接着他在下面托举
老人，女友和其他游客在岸上拉，
最终合力将老人救上岸。“我们帮
她拧干了裤腿，又安慰了她。”刘濮
渔的女友说。交谈中，老人告诉他
们，自己是山东人，62岁了，“自称
没有子女，身体也不好，才想不开
跳湖。”当地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
后，刘濮渔和女友才离开。

“我其实不会游泳，但我是一
名警察，当时没多想。”刘濮渔说。
他的女友郑女士透露，刘濮渔事后
告诉她：当时情急，忘了自己不会
游泳。记者从当地救助站了解到，
昨日下午，跳湖老人被其家人接走
了。得知消息后，刘濮渔向记者发
来短信：这下大家都能放心了。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图据生活日报

绵阳盐亭县富驿镇居民何坤
五兄弟为给母亲祝寿，购买烟花进
行燃放。然而，一颗烟花落地才爆
炸，将距烟花燃放地 20 米左右的
观看者何林左腿炸至8级伤残。最
终，烟花生产厂家和燃放者何氏兄
弟共赔偿伤者47万余元。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正规厂
商生产的烟花都标有安全燃放距
离（30~50米不等），燃放者应根据
说明选择安全地点燃放，且负有指
挥在场人员安全观看的义务。但看
烟花要注意安全距离，却成为许多
人的意识盲区。

烟花落地爆炸
观看者被炸成8级伤残

2014年8月2日，盐亭县富驿
镇居民何坤等五兄弟在场镇设宴，
庆祝母亲生日。当天，五兄弟在场
镇烟花爆竹销售商处购买了八箱
南充市某花炮公司生产的大烟花，
当晚8时许，五人租车搭载部分亲
友，回老家燃放烟花以示庆贺。

燃放烟花时，29 岁的何林正
在家中，站在堂屋门口观看烟花，
此时，他距烟花燃放地 20 米左
右。当烟花放到第六箱时，其中一
颗烟花从空中掉在他家堂屋门前
地上才爆炸，何林左腿被炸伤。

2015年11月，何林被鉴定为8
级伤残。他认为是厂家生产的烟花
存在缺陷、燃放者欠缺安全意识，
造成其受伤致残，因此将生产厂
家、销售商以及何氏五兄弟诉至法
院,索赔55万余元。一审法院审理
认为，本应在空中燃烧爆炸的烟
花，其中一颗燃烧未尽落地才爆
炸，将何林炸伤，说明产品存在缺
陷，生产厂家应赔偿何林的损失，
判决烟花生产厂家赔偿各种费用
共计477018.84元。

厂家和燃放者
被判共赔偿47万余元

生产厂家不服，上诉至绵阳
市中院。厂家辩称，爆炸后的整个
烟花空壳壳体完好无损，按照国
家行业规定，说明烟花不存在质
量缺陷，质检部门的合格报告也

说明烟花系合格产品。其次，产品
外包装上标注有“安全区域≧50
米”，标明烟花的观看距离是≧50
米，何坤等人在燃放烟花时，负有
仔细阅读外包装及指挥在场人员
安全观看的义务。而何林是在距
烟花燃放地点 20 米处受伤，何林
与燃放者存在重大过错，应各自
承担相应责任，生产厂家不应承
担任何赔偿责任。

近日，绵阳市中院审理认为，
何林提供的证据证明，他受伤确系
烟花爆炸所致。何坤等人未在安全
距离之外燃放烟花，对造成何林受
伤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
任。确定由生产厂家承担70%的责
任，何坤五兄弟共同承担30%的责
任，共计赔偿47万余元。

超八成受访者
不知烟花安全燃放距离

在烟花燃放中，有多少人会看
燃放说明，知道安全距离呢？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在绵阳对50人进行
了随机调查，其中 42 人称不会看
说明，不知道烟花安全燃放距离。

“点燃离远点就是了，烟花又不是
炸药，问题不大。”绵阳龙门镇居民
蒋先生称。当然，也有 8 人要看说
明。“大意不得，安全最重要。”绵阳
城区居民闵先生说。

陈小波是一家烟花爆竹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他介绍，现在市场
上销售的烟花，安全距离一般在
30 米以上。“根据烟花的火药量，
每个厂家的烟花安全燃放距离都
不一样，有的至少30米，有的是35
米、40米等，燃放距离大于50米的
烟花，多要专业人员进行燃放。”陈
小波说，只要是正规的生产厂家，
每个烟花都会有燃放说明，并标明
安全燃放距离，因此，燃放者在点
燃烟花前，一定要充分阅读燃放说
明，然后在安全地点燃放，且负有
指挥在场人员安全观看的义务。

法官表示，在燃放烟花爆竹
时，一定按燃放说明燃放，如果发
生意外，一定要保存好烟花爆竹残
骸等证据。（文中人物为化名）

刘显友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中国民航局昨日宣布了一系列加强无人机管理的举措：6月1日起民用无
人机将实行实名登记注册；正在建立无人机登记数据共享和查询制度，实现与
无人机运行云平台的实时交联；发布民用机场保护范围数据；逐步规范无人机
开展商业运营的市场秩序；开展无人机专项整治工作。

民航局如此放“大招”的背景是什么？据悉，近期，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
事件频发。据中国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
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无人机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达到50%以上。记者调查发
现，在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同时，相关监管急需加强。

旅游遇老人轻生 四川警察不会游泳跳湖救人

看烟花被炸至8级伤残
厂家、燃放者被判共赔47万
你知道看烟花的安全距离吗？

1万余元租车保证金 3个多月都没退完……

民航局
放大招

登记注册登记注册
■初步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
册系统的开发，今日上线运行。6
月1日起正式对质量在250克以
上的无人机实施登记注册

查询制度查询制度
■正在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数据共享
和查询制度，实现与无人机运行云平台
的实时交联

机场保护机场保护
■明日发布首批155个机场保护范围数据

准入管理准入管理
■正在制定使用无人机开展通用航空经营活动的
准入管理规定，拟将农林喷洒、空中拍照、航空摄影
和执照培训四类主要经营项目列为许可对象

配套监管配套监管
■配套开发无人机准入和经营活动监管平台

民 用 无 人 机 6 月 1 日 起 实 行 实 名 登 记 注 册

可洞穿飞机
还有坠落伤人、泄露隐私风险……

放大招管黑飞

意何在？

黑飞危险

市场爆发式增长
销售无准入制度生长野蛮

“只要不出事
基本没人管”操控无序

专家建议：

全方位立法
将无人机真正纳入法律体系

多位专家认为，无人机“黑飞”屡禁不绝，与我国立法滞后于无人机市场快速发展
有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国柱介绍：“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无人机
管理的法律法规，现有无人机管理规则法律效力不高。”据成都警方通报，4月19日至
23日，先后有4名男子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内放飞无人机被警方抓获，因其行为尚未影
响机场航班正常起降，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如何做到既放活市场又监管到位？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
员张起淮建议，立法部门应从生产、购买、适航、注册、审批、飞行、监管、惩处等方面
全方位立法，并同步出台与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操作规程和行业规定，将无人
机真正纳入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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