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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
航空视角

随着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中东呼吸综
合症（MERS）和埃博拉（Ebola）疫情的相继爆
发，航空业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抗疫的战
斗中来。现在，必须在这份疫情名单中加入2019
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为“新冠病毒”）。世界卫
生组织已宣布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为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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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爆发国际性的传染病，航空业总
因其可能加剧疾病传播而不可避免地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本公告中我们将关注新冠病毒对航空业
的潜在影响，并根据就早先传播的流行病（
如埃博拉和非典型肺炎）给出相关建议的
经验，考虑航空公司可能承担的责任。

什么是新型病毒？

新冠病毒最早发现于中国湖北省的省会武
汉市。最初，许多感染该病毒的人都与武
汉一个大型海鲜活体农贸市场具有某种联
系，因此该市场被认为是爆发的源头。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的呼吸道病毒家族，
在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中都很常见，其中包
括骆驼、牛、猫和蝙蝠。动物冠状病毒很少
能像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和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症（SARS）那样感染人类并在人
与人之间传播。当前新冠病毒出现了人际传
播，通常认为是病毒通过感染者咳嗽和打
喷嚏时产生的呼吸道分泌物进行传播。

感染这种新病毒的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呼
吸急促和发热，这些症状然后会发展成肺
炎，最终可能造成患者死亡。该病毒的潜伏
期（从接触到出现症状）估计为2到14天，
在出现症状之前该病毒具有明显的传染
性。根据最新发布的官方数据（某些专家认
为，真实疫情要比数据体现的严重得多），
与SARS相比，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更快，但
死亡率更低。

引起了哪些反应？

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政府减运甚
至停运了湖北省内多座城市的公交交通，并
对人们的活动施加了其他限制。而作为一座
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在中国春
节前也实施了“封城”——等同于在圣诞节前

夕封闭伦敦。武汉机场的大量航班被取消，
而武汉机场是华中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
年旅客吞吐量大约为2500万人次。

和其他流行病一样，错误信息和谣言（尤其
是通过社交媒体散布的此类信息）所产生
的恐慌和恐惧比疾病本身更具传播性。近
期一篇从武汉撤侨的新闻标题使用了“瘟疫
飞机”的说法，这不仅会误导大众，对抗疫
更是有害无益。

许多国家已经宣布禁止近期曾进入中国境
内的所有外籍游客入境，并强制要求从湖北
省返回的居民隔离14天。

新冠病毒的传播导致股票市场下挫，而航
空、旅游和休闲类股票更是首当其冲。因
此，控制恐慌和抑制病毒传播同样重要。有
效隔离、公众教育、制止不准确信息和病毒
传播报道的公开透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
佳途径。虽然多个国家正在研制病毒疫苗，
但距离它投入使用还有数月之久。

国际监管机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
专门机构，主要职责是管理有关控制疾病
国际传播的全球机制。由此，世界卫生组织
制订了《国际卫生条例》。2003年SARS爆
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对条例进行了修订，最
新版本已于2005年发布。

该条例的旨在就疾病的国际传播提供与风
险对应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同时避免对
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个别
国家应在其国家法律中坚持这些条例的原
则——这显然取决于各国的实际行为，而不
仅仅是遵守各自的规章制度。

在航空业方面，《国际卫生条例》第20条规
定，各国应对与传染病检测和控制有关的
指定机场进行认证。《1944年国际民用航

空公约》（《芝加哥公约》）第14条也与防
止疾病传播有关，该条规定各国应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传染病经由航空运输传播。

什么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布
新冠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作出这一决定时，总干事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考虑了多种因
素，其中包括事件发生国（在此即中国）提
供的信息、可用的科学证据和疾病国际传
播的风险。宣布该决定后，总干事还给出了
临时性建议。目前为止总共给出的临时建议
有7项，主要目的是呼吁各国携手互助，共
同研发疫苗，并按照证据（而非谣言和错误
信息）实施决策。但目前还没有发布限制航
空旅行、贸易或人员流动的建议。事实上，
世界卫生组织反对各国限制近期访问中国
的外籍人员入境。

航空业的应对是什么？

许多国际航空公司都已经停飞了前往中国
大陆的航班。而未停飞的航空公司允许机
组人员佩戴口罩，并减少或取消机组人员
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一些航空公司也调整
了各自的机上服务，例如不再提供枕头或毯
子，暂停免税销售，改变用餐服务的性质。

根据以往疫情的经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制定出了航空公司在发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时可采取的《应急响应计划》。尽
管许多航空公司已经制订了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计划，但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为那些尚未制订应急响应计划的航
空公司发布了应急响应计划模板。该模板
详细说明了应急响应小组的作用和职责，
以及具体的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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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疑似的一般性传染病，IATA也发布了多
项最佳实践指南，供航空公司职员和代理
人使用。这些指南包括：

	• 机组人员：讲述了如何识别疑似患有传
染病的乘客，以及确定传染病患者后应
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通知机长，
根据国际法规的规定，机长必须向航空
交通管制部门报告疑似病例。美国疾病
控制与防护中心也针对机组人员发布了
类似的指南，该机构最近还提供了应对
新冠病毒的建议。

	• 清洁人员：制定相关程序，清洁人员按
照该程序消毒和清洁降落的疑似携带
有传染病患者的飞机。

	• 货物和行李处理人员：该指南指出，根
据早先SARS、禽流感和埃博拉疫情的
经验，无证据表明处理货物或行李时会
感染传染病。指南只建议保持手部卫
生，但未给出具体的措施。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也发布了适用的
指南，其于2020年1月27日发布了安全信息
通告。EASA建议航空公司提供信息，指导
机组成员在飞机上识别和管理急性呼吸道
感染病例。EASA还建议，航空公司应为往
返感染国的航班配备防护装备，帮助机组
人员处理潜在的感染病例。此外，该公告还
呼吁各航空公司和机场运营商尽量与公共
卫生部门合作，以便更好地追踪确定感染
新冠病毒航班中的乘客。

就机场而言，管理机场传染病风险的责任
在于国家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以及有关的
机场运营商。国际机场协会（ACI）已发布
与新冠病毒爆发有关的咨询公告，公告中强
调做好准备的重要性，以及机场与其员工、
地方当局和乘客之间进行良好沟通的必要
性。应该考虑对抵达和出发旅客进行筛查，
但公告指出，如果病毒（如新冠病毒）在潜

伏期可以传播且没有症状，那么这种筛查
可能不太有效。

ACI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发布了关
于在机场应对一般性传染病暴发更详细的
指南。这些指南包括建议在机场减少对感
染源的接触，并通过建立快速决策和行动
机制，改进卫生相关紧急事件的响应。

航空公司有可能面临索赔吗？

如上文所述，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之一是
被感染的乘客有可能在症状出现之前的潜
伏期传播病毒。因此，明显患病乘客乘坐飞
机的情况少之又少，在起飞机场对出发乘客
实施了出行筛查以后尤为如此。

即便如此，与其他传染性疾病一样，航空公
司也面临许多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潜在责任
风险。其中包括：

1	 登机时：未能拒绝出现新冠病毒类似症
状的乘客登机；

2	 在飞机上时：未能隔离出现新冠病毒症
状的乘客，或未等待目的地医疗机构到
场即让乘客下机；

3	 在飞机上时：乘客因机舱空调系统故障
而感染新冠病毒；以及

4	 飞行结束后：航空公司在收到通知称一
架航班中的乘客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后，
未能追踪同航班的乘客。

关于飞行结束后的通知，今年1月，欧洲疾
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发布了针对飞机上传染
病传播的风险评估指南。该指南来源于一
个专家小组就2012年MERS冠状病毒在飞
行中传播开展的研究，指南建议追踪乘客
时，应重点关注高感染风险的乘客，即与患
病乘客前后左右距离不超过两个位置的乘
客，以及在该区域服务的机组人员。如果一
名机组人员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则该人员

服务的所有乘客均应被追踪，其他机组成
员也应被追踪。

事实上，在飞机上被患病者感染的风险很
低。根据IATA的指南，感染的风险与在其他
人员高度密集的密闭空间（例如公共汽车
或影院）感染的风险类似。此外，大多数现
代飞机都使用装有高效微粒空气（HEPA）
过滤器的机舱空气过滤系统，该系统能有
效地捕获与细菌和病毒同样大小的微小颗
粒。

声称被感染的乘客如果要确定航空公司负
有责任，面临两个挑战：

1.		 感染必须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根据适
用于航空旅行的国际航空公约（如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或等效的国家法
律，这意味着要证明在飞行期间、登机
或下机时被感染。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
况下，则无法确定乘客是否在旅行前或
旅行后的其他时间被感染。这可能包括
乘客是在前往或离开机场的路上，登机
排队、安检或边防检查站， 

或是在免税店被感染。若是在以上情形
下被感染，航空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显然，由于新冠病毒的潜伏期长达14
天，在航空运输期间被感染的风险远远
不及在其他地方被感染的风险。

2.			根据适用的国际航空公约，感染必须
构成“事故”，航空公司才会产生相应责
任。在许多司法辖区，“事故”被解释为
与乘客无关的意外或不寻常事件。尽管
很明显与乘客无关，但新冠病毒的传播
是否会被视为意外或不寻常事件仍有待
商榷。比如说，在飞行期间感染一种普
通感冒病毒并不罕见，因此新冠病毒的
情形与此并无不同（假设该等感染不是
由他人故意或过失行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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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证据问题和缺乏法律确定性，尽
管航空公司可能会像SARS爆发时一样，因
为新冠病毒面临少量索赔，但招致大量索
赔的情形不太可能出现。

话虽如此，机场和航空公司还是应该切合
实际地采取谨慎的措施来降低索赔的潜在
风险。这些措施包括遵循由IATA或其他相
关机构（如前文所述的机构）发布的指南。
提高对出现新冠病毒症状乘客的警惕性至
关重要。若乘客出现明显的症状，应拒绝该
乘客登机，以防止对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
的健康造成危害。所有此类患病乘客都应
以顾及其尊严的方式得到妥善处理，特别
是在医疗和检疫方面（根据《国际卫生条
例》第31条和第32条）。

航空公司也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机组人
员，以避免因机组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而招
致雇主责任索赔。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允许
机组人员佩戴口罩，在需要时提供其他防
护装备，并确保机组人员完成适当的培训，
并了解在发现乘客出现新冠病毒症状时需
遵循的程序。

航空公司是否需就取消航班作出赔偿？

由国际航空公司运营的从欧盟区起飞的航
班以及由欧盟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班均需遵
守欧盟条例第261/2004号。该条例要求航
空公司取消航班后需要作出赔偿，除非是
在“特殊情况”（即使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
也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新冠病毒的爆发很
可能将构成该等“特殊情况”——原因是世界
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其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且一些国家决定禁止或限制来自中国大
陆地区的航班入境（如适用）。但是，根据
条例规定，航空公司仍有义务为乘客提供
退款或更改航线。然而，如果航班因商业原
因被取消，例如市场需求减少，则不太可能
构成特殊情况。如果提前不到两周通知取
消航班，并且乘客无法重新预订起飞或到
达时间非常相近的航班，那么航空公司将
作出赔偿。	

新冠病毒对航空业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现在判断新冠病毒对航空业的影响还为时
过早。然而，疫情暴发可能导致运营中断、
潜在的声誉受损和旅行需求下降。毫无疑
问，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将给亚太地区的
航空公司带来巨大挑战。

该疫情难免会被拿来与2003年的SARS疫
情相比较，对亚太地区来说，SARS对经济
造成的影响还记忆犹新。根据IATA1提供的
数据，在SARS爆发的高峰期，亚太航空公
司的客流量（以每公里客运收入计算）下降
了35%，并且花了6个多月才恢复到正常水
平，导致亚太航空公司的收入锐减60亿美
元。自2003年以来，亚太地区的航空业大
幅增长，由此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相比之
下，2005年和2013年的禽流感疫情造成的
影响较小，对这些病毒在全球传播的担忧
减轻之后，航空业迅速反弹。

就当前的新冠病毒而言，那些严重依赖中国
航线的航空公司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最严重
的影响，有可能导致飞机重新分配、停飞或
退役。某航空公司CEO认为，随着人们推迟
或避免乘坐飞机出行，那些陷入困境的航
空公				司将会倒闭，这并非不可想象。

总而言之，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所说，
这是一个需要事实，而不是恐惧的时刻；这
是一个需要科学，而不是谣言的时刻；这是
需要团结，而不是羞辱的时刻。毫无疑问，
航空业将受到新冠病毒的挑战，这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其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然
而，航空业以前曾克服过类似的挑战，我们
相信它将再次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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