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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13
日下午表示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已经发布紧急命令袁停飞所有波音
737 MAX飞机袁 美国的航空公司
停止用波音 737 MAX客机执行商
业飞行 袁 其他国家的波音 737
MAX 飞机也不能够飞经美国空
域遥

特朗普是在当天举行的一场
边境安全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作
这一表示的遥 他说袁 所有的波音
737 MAX飞机都要停飞袁 这一禁
令立即生效遥航空公司已经得到了
通知袁美国人民和所有人的安全是
最重要的遥这一禁令将影响到目前
运营该型客机的美国三家航空公
司袁包括西南航空尧美国航空和联
合航空袁仍在空中飞行的波音 737
MAX飞机将被允许完成降落遥

在特朗普作出停飞决定前袁美

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直拒绝颁布
停飞令袁声称目前采集的数据不足
以支持作出禁飞令遥 波音公司首
席执行官米伦伯格也一再表示袁
野对波音 737 MAX 的安全性非常
有信心袁 对设计和制造该型号飞
机的设计师和工作人员非常有信
心野遥
但是袁 加拿大交通部长马克窑

加诺 13日上午表示袁 卫星追踪数
据显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空难
与去年 10月发生印尼鹰航空难存
在相似之处遥这是监管机构首次引
用数据表明两架波音 737 MAX客
机的空难存在潜在联系遥

12日上午袁 波音公司首席执
行官米伦伯格曾打电话给特朗普袁
亲自表达他对波音 737 MAX飞机
安全性的信心遥但是在特朗普作出
停飞决定后袁米伦伯格说院野我们正

在大力支持这一积极主动的步骤遥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与调查人员
合作袁了解事故原因袁部署安全加
强措施袁 并确保不再发生这种情
况遥 冶

据了解袁 目前已有 51个国家
发布了针对波音 737 MAX飞机的
禁飞令遥 叶华尔街日报曳指出袁这是
自 2013年袁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发布针对波音 787 客机的禁飞令
以来袁波音公司遭遇的最严重安全
挫折遥 2013年袁由于锂电池起火问
题袁 全球已交付的约 50 架波音
787客机被禁飞 3个月遥 但是袁波
音 737 MAX客机涉及的影响要大
得多袁目前全球已经交付了 376架
该型号客机袁波音公司收到的订单
总数达 5000余架遥 埃塞航空空难
发生后袁波音公司的股价本周已下
跌约 13豫遥

瑞士采用机器人和 3D 打印数字化建造的房子要要要DFAB
HOUSE袁即将迎来首批住户遥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能住进去人的 3D
打印房屋遥

·环 保·

联合国人居署点赞

中国城市河流治污经验
联合国人居署与中国同济大学 3月 12日联合

发布叶加强河流污染治理袁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院中
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曳报告遥联合国人居署执
行主任迈穆娜窑穆赫德窑谢里夫在报告发布会上说袁
中国治理污染河道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范例遥

联合国人居署与同济大学是在此间举行的第四
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发布这一报告的遥 谢里夫赞赏
中国政府在技术研发尧 管理和财政方面对改善城市
河流水质所作的努力袁包括创新地推行野河长制冶以
加强统筹协调遥她说袁希望该报告可以帮助发展中国
家决策者了解中国河流污染治理经验袁 高度重视可
持续污水管理以及重污染河流的恢复遥

杨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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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退位
相关仪式正式开始

日本天皇明仁于 3月 12日在皇居的野宫中三殿冶
举行仪式,正式开启天皇退位尧皇太子登基的流程遥
这是与日本天皇退位相关 11个仪式中的首个,从而
正式开启天皇退位尧皇太子登基的流程遥
据日本媒体报道,明仁将于 4月 30日在皇居野松

之间冶宫殿举行仪式并发表作为天皇的最后讲话遥日
本天皇明仁将于 4月 30日退位, 皇太子德仁将于 5
月 1日继位, 明仁天皇将成为日本皇室近 200年来
首位野生前退位冶的天皇遥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有望在年内面世

据新华社电 经过全球 200多位科学家数年的
努力, 人类史上首张清晰的超级黑洞照片有望在今
年年内面世遥

在 2019年美国野西南偏南冶多元创新大会和艺
术节上,项目负责人尧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
中心资深天文学家谢泼德窑杜勒曼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 首张超级黑洞照片将最终成型并于 2019
年年内正式公布遥

海昏简牍中发现

千余枚汉代野六博冶棋谱
海昏侯刘贺墓主椁室文书档案库曾出土

5200 余枚简牍 ,负责这批简牍文字释读工作的北
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近期公布阶段性成果遥据
悉 ,研究人员目前辨识出千余枚竹简上记载了一
种名为野六博冶棋的行棋口诀 ,属首次发现 ,为研
究汉代的社会风尚乃至兵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
资料遥

记者了解到,野六博冶 是春秋战国十分流行的一
种棋类游戏,是象棋尧国际象棋等兵种棋盘类游戏的
鼻祖遥 此次发现的野六博冶简文有篇题,篇题之下记述
形式以野青冶野白冶指代双方棋子,依序落在相应行棋
位置(棋道)之上,根据不同棋局走势,末尾圆点后均
有野青不胜冶或野白不胜冶的判定遥 简文所记棋道名称,
可与叶西京杂记曳所记许博昌所传野行棋口诀冶尧尹湾
汉简叶博局占曳尧北大汉简叶六博曳等以往所见野六博冶
类文献基本对应遥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

停飞所有波音 737 MAX飞机
阴张梦旭

中国人民银行 10日发布金融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
人民币贷款增加 4.11万亿元,其中
2月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8858亿
元遥

央行数据显示,2 月份人民币
贷款增加 8858亿元,同比多增 465
亿元遥其中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
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
2226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8341亿元遥 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 4.11万亿元, 同比多增 3748

亿元遥
另外,2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1.31万亿元, 同比多增 1.61 万亿
元遥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1.33万亿
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1.2 万亿
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3242 亿元,非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6757
亿元遥 前两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4.58 万亿元, 同比多增 1.03 万亿
元遥
从货币供应看,2月末, 广义货

币 (M2)余额 186.74 万亿元 ,同比
增长 8%,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

年同期低 0.4 个和 0.8 个百分点 ;
狭义货币(M1)余额 52.7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增速比上月末高 1.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6.5 个百
分点遥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 ,2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05.6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1%遥
2019年前两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 5.31 万亿元, 比上年同
期多 1.05万亿元遥 其中,2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030 亿元 ,比
上年同期少 4847亿元遥

今年我国前两个月贷款增加 4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