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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8月9日，深圳航空ZH9209
航班于7时32分从深圳起飞，随
后该航班挂出7700紧急代码，在
短时间内骤降近6000米后，于9
时13分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人机平安。

据了解，7700为客机应答机
代码，当客机遇紧急情况时会对
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
别对待。

据深圳航空表示，该航班在
上升到9200米时，出现增压指示
异常，机组按程序处置，下降至
安全高度，安全返航。

记者注意到，部分媒体在报
道时称该航班在两分钟内骤降
近6000米，但根据飞常准业内
版，飞机降低高度的时间超过了
5分钟（右图）。

资深机长陈建国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深航ZH9209飞机7时
52分开始紧急下降，7时57分改为
平飞状态。飞机5分钟下降了约
5500米，平均每分钟下降约1100
米。

陈建国表示，“飞机不可能两
分钟骤降6000米。如果飞机每分
钟下降近3000米，飞机会超速解
体的。”从雷达数据来看，飞机是
从7点52分49秒开始离开30150英
尺(9200米)下降的；飞机在7点57
分56秒到达11800英尺(3600米)
的。历时5分钟。

客机可以两分钟骤降6千米
吗？陈建国机长解释说，如果是低

空，起落架放下(获取最大阻力)，
减速板放下，开始下降的速度在
最小飞行速度(比如200kts)，从6000
米下降到地面，是有可能的，因为
每分钟平均9800英尺的下降率才
能实现2分钟下降6000米。但是高空
大速度巡航的时候，如果立即执行
9800英尺每分钟下降，也就是2分钟
下降6000米，飞机大概率会因为超
速而面临解体的危险。

飞机可以短时达到9800英尺
每分钟，但是不能维持这么大的
下降率，因为飞行速度会急速增
加到超过飞机最大飞行速度。所
以数据上看，深航的飞机只是一
个标准的紧急下降而已。

另外，有不愿具名的民航业

内人士表示，这次是一个标准的
紧急下降，完全是按照民航的操
作规章来进行的。

记者获悉，该航班更换为由
另一编号为B-1036的空客A330
飞机继续执行，14时19分安全抵
达西安。

深圳航空ZH9209客机，选用
的是空中客车公司的A330型客
机，机龄2 . 3年。据深圳航空发布
的消息称，9时13分，深航ZH9209
航班因为机械故障返航，机组妥
善处置，目前已平安落地深圳宝
安国际机场，机组人员及旅客均
安全下机。目前故障原因还在进
一步调查当中。

综合红星新闻、北京头条等

客机两分钟骤降6000米？讹传！
业内人士称若真如此飞机会解体，深航称系机械故障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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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女孩被绑架
警方悬赏5万缉凶

8月4日，河北省任丘市麻家
坞镇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
名女孩遭绑架杀害。

记者从可靠信源获得的通
告显示，任丘警方最高悬赏5万
元征集线索。通告称，请广大群
众及时对自家田间地头和机井，
废弃房屋、坑塘、沟渠展开一次
全面的搜索，查看是否有手机、
粉色电动自行车及女孩（赵某
婷）踪迹，发现上述人员和物品
后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同
时，对8月3日以来，捡获粉色黑
马牌电动自行车的，也要立即向
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将给予
10000元奖励。另外，对提供直接
线索破获案件或抓获犯罪嫌疑
人的，给予50000元奖励。对于故
意隐匿不报的，公安机关将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7日上午，记者致电麻家坞
镇派出所询问“是否提供线索捡
获粉色黑马牌电动自行车的将
奖励1万元”，工作人员回复“是
真实的”。关于案情，对方未作透
露。

7日下午，根据网上传言，记
者拨通了坞坊村村支部书记刘
某的电话。刘某告诉记者，小女
孩今年12岁，是北畅支村人。女
孩遗体于8月6日上午11点左右
在任丘市北畅支一村的苞米地
里被发现，“嫌犯拿走了100万，
在逃。”

刘某还称，警方寻找的粉色
黑马牌自行车也已被找到，“对
直接提供线索或抓获嫌疑人的，
警方奖励5万元仍然有效，有线
索可以打110报警。”

此前，记者从多名消息人士
处获悉，此事涉及一起绑架案，
一名女孩遭绑架，犯罪嫌疑人索

乘客讲述惊魂一刻：大家都很平静

葛延伸阅读

“谢谢大家关心，已经平安
降落西安了。”9日14时43分，陕
西汉中市民陈小姐在朋友圈发
布了一条动态，向家人和朋友报
了平安。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她
刚刚经历了一场飞机骤降近
6000米的体验。

这可不是《中国机长》电影
中的情节，陈小姐是这趟航班的
乘客之一，幸运的是人机安全。

陈小姐告诉记者，因为7日爷
爷去世，8日从深圳飞西安的机票
已经售罄，于是她买了9日一早7
时05分深圳飞西安的机票。

就在起飞约25分钟后，飞机
突然发生高度骤降情况；7时57
分，深圳航空ZH9209客机发出
7700紧急代码。

“我当时正在睡觉，整个人都
是蒙的。”陈小姐告诉记者，起先飞
机正常飞行，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的时间，突然广播里响起一个男
性乘务人员的声音，“语气有点紧
张，提示飞机需要紧急降落。”

“开始挺害怕，不过飞机上
的乘客都很平静，也没有小孩哭
闹。”陈小姐表示，之后几分钟，飞
机一直处于降落状态，不太平稳，
有些颠簸，“但是没有剧烈晃动的
感觉，就是耳朵不舒服。”

陈小姐说，随后，广播里又
传来新的播报：因为飞机出现了
故障，虽然可以继续飞，但是为
了安全需要返航。

在飞机返回至深圳宝安机
场后，陈小姐于12时许重新坐上
后续航班到达西安机场，“主要
就是比较耽误时间，大家有点劫
后余生的感觉。”

记者从深圳航空了解到，该
航班于7时32分从深圳起飞后，
在广州管制区上升高度9200米
时，出现增压指示异常，机组按
程序处置，下降至安全高度，返
航深圳，于9时13分落地深圳宝
安国际机场，人机安全。

12时，深航ZH9209航班更换
编号为B-1036空客A330飞机继
续执行任务，最终于14时19分抵
达西安。

业内人士提醒，当飞机出现
备降情况时，机上的乘客要安静
等待，不要走动。飞机在紧急着
陆时，机上人员应保持正确姿
势，比如成人和小孩身体要向前
倾，头贴在双膝上，双手紧抱双
腿，两脚平放用力蹬地，系紧安
全带；而婴儿则用衣服或毛毯包
好斜抱在怀中，头靠通道内侧。

据天目新闻客户端

要赎金100万元。8月6日上午，警
方在一片玉米地发现了女孩的
遗体。现场视频显示，现场出动
了警务人员上百名，还启动了无
人机。

父亲送赎金时
没看到自己的女儿

任丘市公安局8月8日发布
通报称，8月4日凌晨，任丘市发
生一起绑架杀人案。案件发生
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
侦破工作。目前，嫌犯已被抓获，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日上午，遇害女孩婷婷的
父亲赵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得知女儿被绑架后，他按
照嫌犯的要求，从自己的厂子筹
集了100万元赎金。此时，他们家
属也向当地警方报警了，在送赎
金时，现场已布控六到七组警
力。

为何在布控的情况下，嫌犯
仍逃跑了？

“当时送钱的时候，绑匪没有
和我女儿在一起，”赵先生说。“担心

（嫌犯同伙）伤害人质”，所以，他没
让警察实施现场抓捕。他现在“情
绪太乱”，希望按照法律惩处嫌犯。

据报道，事发后，任丘公安
相关负责人来到赵先生家中部
署指挥工作。任丘警方最高悬赏
5万元征集线索。

报道称，8月5日凌晨，赵先生
按照嫌犯指令在离家约1.2公里的
一处马路中央，放置赎金。赵先生
称，嫌犯曾承诺将于5日上午9时归
还孩子，但他却没等来女儿婷婷的
消息，疑犯手机一直关机，“钱也不
见了”。任丘警方出动几百名警力
以及多架无人机展开搜索，6日9时
许，在离赵先生家三四里的一片玉
米地里发现了婷婷的遗体。

综合澎湃新闻 红星新闻
新京报等

女孩遭绑架杀害
邻居涉案被带走

事发河北任丘，拿走百万赎金后嫌犯落网
8月4日凌晨，河北沧州任丘市麻家坞镇发生一起“女孩遭绑架被杀害案”，引发关注。8日，任丘警方

通报称，嫌犯已被抓获。记者采访获悉，被害女孩的邻居涉案，已被警方带走调查。

未听说两家之前有仇怨或矛盾
河北任丘市12岁女孩被

绑架杀害案有新进展。9日上
午，记者从当地警方处获悉，
被害女孩的邻居宋某某及其
同居女子涉案被带走调查。

被害女孩的亲属及当地
村民向记者透露，婷婷家的邻
居宋某某涉案，8日上午已经
被警方带走调查。

9日上午，记者从当地警

方处证实了上述说法。最早接
警的吕公堡派出所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宋某某及其
同居女子已被警方带走调查，
宋某某的父亲也在当地派出
所里接受调查。目前该案已经
转交麻家坞镇派出所办理。”
麻家坞镇派出所的一名工作
人员也确认了此事，“目前宋
某某的3个孩子也在派出所，

准备送往福利院收养。”
记者在事发村庄看到，宋

某某家和婷婷家相距不到一
米。当地警方人士在宋某某家
查看后，将他家门上锁。

婷婷的父亲赵先生曾对
媒体称，他怀疑这起绑架案系
熟人所为。但婷婷的多名亲属
及当地村民向记者表示，未听
说两家之前有仇怨或矛盾。

最
新
消
息>

>

女孩的遗体在一片玉米地里被找到。

▲左侧为被害女孩婷婷家，右侧为宋某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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