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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黑飞”无法无天 专项立法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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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问题 就找陈一堂 免费试用
你是否还在忍受着皮肤瘙痒的病痛呢？你是否为皮肤病花了冤枉钱，病情反反复复

而苦恼呢？走进陈一堂肤康馆，一切以皮肤改变说话，真实的皮肤改善才是实实在在的硬
道理。皮炎、湿疹、皮癣、皮肤过敏、荨麻疹、手足脱皮、皲裂、脚气、皮肤溃烂、头癣、体癣、
股癣、花斑癣、鱼鳞病、阴囊及外肛、肛门的瘙痒、皮肤淀粉样变等可走进陈一堂。

［陈一堂肤康馆］取法于400余年历史的传承秘方，精选20余味名贵中药提取制作，在
完整继承了祖先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的同时，更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将药物的有效成分进一
步提高升华，入驻内蒙古引起皮肤病患者的高度关注，很多人在疑虑当中前去试用，好评
如潮，在老百姓中口碑相传。

陈一堂肤康馆地址：呼市：新华东街展览馆向西50米路南 电话：0471-2539607� �
回民区附院十字路口向南50米路西 0471-2536834� �武川县： 旧四小斜对面 0471-8819589��
包头：东河区：二宫十字路口向南100米路东 0472-2552697� �青山区：二附院十字路口向北
走100米路西 0472-2555951� � 昆区：二旅社十字路口向北10米路西 0472-2600862� � 达
茂旗： 步行西街信用社对面 0472-8316614� �东胜区： 伊克昭公园南门对面 0477-8124933�
集宁区：一马路五洲商厦往西50米路北 0474-8814569� �丰镇市：十字街菜市场北口一心堂
药房十一部旁 电话：13624742226� �诚招全区各地加盟店170-0471-2211

什么是无人机“黑
飞”？

每次听到有人问起这
个问题， 北京市民吴迪都
会不厌其烦地向对方解释:
“无人机就是一种利用无
线电遥控设备控制的、不
需人驾驶的飞机， 能够用
于航拍等多种用途。”

放飞无人机会触犯法
律吗?答案是肯定的。4月22
日， 四川省成都市警方通
报称，3名男子因为在成都
双流机场附近放飞无人
机，分别被行政拘留5天。

这种放飞无人机却没
有申请飞行空域和计划、
超出飞行空域的行为，即
“黑飞”。4月14日至4月21
日，短短8天时间里，成都
市已经发生多起“黑飞”事
件。

“黑飞”挑战社会秩序

雪白的机身， 四个螺
旋桨， 配有一个正方形的
手柄， 上面可以插上手机
或IPAD等电子设备……这
就是80后青年吴迪买的一
款无人机。

“这款机器配有4K画
质的照相摄像， 实时高清
传输， 还能做到两公里的
超远距离遥控……” 吴迪
自小对航模非常感兴趣。

4月23日，记者在互联
网上点开一家著名购物网
站， 在搜索栏输入“无人
机”三个字，按下回车键，
搜索结果瞬间展现在眼

前。按销量排名，一款标明
“航拍遥控无人机四轴飞
行器” 产品的销量近7900
架。

在该购物网站上，目
前所售卖的无人机各式各
样， 这些无人机大多搭载
摄像头， 可以通过飞行实
时录像。 有些店仅一个月
的销量就突破1000架。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
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张起淮介绍
说， 无人机是由遥控管理
的航空器， 按照不同的使
用领域可以分为军用、民
用两大类。其中，民用又分
专业级和消费级， 前者集
中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提
供，包括警用、气象、消防
等。 后者则更多的用于航
拍、游戏等休闲用途。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
驾驶员协会(AOPA)执行秘
书长、 无人机管理办公室
主任柯玉宝说， 根据协会
统计，包括研发、生产、运
营在内， 我国目前有几百
家民用无人机企业， 从业

人员过万人。
“无人机行业正在飞

速发展， 在民用领域的应
用日渐增多。”张起淮告诉
记者。

资料显示， 无人机在
民用方面已广泛应用于公
共安全、应急搜救、农林、
环保、交通、通信、气象、影
视航拍等多个领域。

“科技的发展速度太
快， 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挑
战。”一直关注无人机发展
的首都师范大学讲师傅添
博士对记者说。

最大的挑战， 是无人
机“黑飞”。

柯玉宝曾告诉记者，
按照现行监管办法， 无人
机只能在低空隔离空域飞
行，不能在融合空域飞行，
且飞行要向空管部门申请
飞行空域和计划， 得到批
准后才能活动。

“开车上马路必须得
有驾驶执照， 航空器要适
航，也要遵守航空‘交规’。
假如你明天飞， 那么在前
一天15时之前就需向所管
辖区的航行管理部门申报

你的飞行计划。” 柯玉宝
说。

没有申请飞行空域和
计划、 超出飞行空域，即
“黑飞”。

2015年至今无人机干
扰民航30多起

此次发生在成都市的
无人机干扰民航飞行事件
即“黑飞”。

根据四川省公安厅的
通报，4月14日14时05分，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西跑道
北侧30公里区域净空保护
区内，发现无人机活动，导
致三架航班绕行， 地面航
班等待5分钟。

4月17日至4月21日，
当地警方又查处了多起无
人机“黑飞”事件。

实际上，今年以来，国
内已经发生多起“黑飞”事
件。

今年2月2日， 四川绵
阳机场跑道上空出现不明
飞行物， 导致5个航班延
误、3个航班备降。 据绵阳
警方初步调查， 怀疑有人
操控“黑飞”无人机。

2月2日、3日两天，云
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连续
发现4起无人机“黑飞”事
件， 其中一起无人机非法
飞行事件中， 无人机离空
中客机仅有50至70米。

另据民航部门公布的
数据，2015年，全国共发生
无人机干扰民航事件4起，
2016年发生23起。

据此计算， 自2015年
至今， 全国已经发生30多
起无人机干扰民航事件。

针对“黑飞”，既有行
政处罚，也有刑事处罚。

早在2015年4月，北京
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就判决
了一起无人机“黑飞”案，
北京某航空科技公司3名
员工因为“黑飞”获刑。

2015年10月， 民航新
疆管理局依据民用航空法
相关条款对某单位的“黑
飞”行为进行处罚，开出了
罚款两万元的罚单。

三大原因致“黑飞”屡
禁不绝

张起淮向记者分析
说，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3

个： 首先是法律规范不完
善。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
对无人机的规定偏向于原
则性、指导性、临时性的意
见，不能对技术研发、生产
制造、 市场准入、 适航审
批、安全运行、监督管理等
与无人机活动息息相关的
环节作出切实有效的指
引、规范和约束，无法“对
症下药”。

其次， 现行规定没有
得到遵守。 我国已开始重
视对无人机立法和管理，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
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
法》 等规范性文件相继出
台， 但一部分从事无人机
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法律意
识不高， 加之无人机飞行
的审批手续还存在不够简
化等弊端， 出于经济利益
驱使或者个人爱好， 仍在
执意“黑飞”。

第三个原因是执法部
门的监管处罚尚不到位。
对无人机“黑飞”的监管措
施多以事后惩处为主，难
以做到事前预防。 对“黑
飞” 行为高发的企业和个
人予以重点管控的信用体
系还没有建立。

傅添观察发现， 无人
机“黑飞”现象之所以屡禁
不止， 主要可能在于从事
无人机活动的人对现行法
律法规不够了解， 也可能
是“侥幸心理”在作怪。

专项立法才能“对症
下药”

既然“黑飞”要承担行
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那么，
无人机怎样放飞、 在哪里
放飞、 依据怎样的程序申
请才不算“黑飞”呢?

目前， 我国对于管控
无人机飞行的规定， 主要
包括民用航空法、《通用航
空飞行管制条例》《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
通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

最新的规范是中国民
航局2016年9月出台的《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
中交通管理办法》。该办法
第三条规定， 民航局指导
监督全国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工

作， 地区管理局负责本辖
区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空中交通服务的监督
和管理工作。 空管单位向
其管制空域内的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系统提供空中
交通服务。

张起淮认为， 当前亟
待针对无人机制定一部专
门的法律，明晰生产者、销
售商和使用者的权利义
务，对各种大小、用途不同
机型给出明确的使用区
限， 只有在让购买者周知
并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才
能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对
症下药”。

张起淮建议：“对无人
机立法，要避免出现‘一抓
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基
础上， 立法部门应当立足
于无人机的特点， 充分考
虑无人机行业的发展需求
和民航、 空管等部门的工
作需要，从生产、适航、注
册、审批、飞行、监管、惩处
等方面全方位前瞻性立
法，明确其民事责任、行政
责任和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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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将
无人机真正纳入我国法律
体系，做到既放活市场，又
监管到位。”

傅添的建议则是，由
政府监管部门、 研究开发
者、 生产企业等相关单位
坐在一起， 讨论明确无人
机的分类标准， 在明确无
人机分类之后， 建立相应
技术标准， 比如强制要求
生产企业作为监管源头对
无人机核心部件实行全国
统一的电子编码， 实行身
份识别， 设立专门监管机
构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对无
人机销售进行登记， 建立
追查制度，解决“黑飞”问
题。

“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是，先厘清无人机归哪个部
门管。”傅添向记者表示。

“如果任由无人机‘黑
飞’泛滥，影响的不仅仅是
民航安全和公共秩序，还
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
干扰，因此，我国就无人机
进行专项立法已迫在眉
睫。”张起淮说。

（据《法制日报》）

近年来，随着民用无人机快速“飞”入民间，无人机“黑飞”也在频繁干扰正常的空中秩序。据民航部门公布的数据，
2015年，全国共发生无人机干扰民航飞行事件4起，2016年则发生23起。专家表示，当前亟待针对无人机制定一部专门的
法律，明晰生产者、销售商和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对各种大小、用途不同机型给出明确的使用区限，只有在让购买者周知
并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才能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