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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放宽限制
已有公司开始行动

9月18日，春秋航空新闻发
言人张武安表示，空中使用手
机是大势所趋。《规则》将使用
便携式电子设备（PED）的许可
交由航空公司自行评估。但并
不意味着一到10月，旅客就可
以立即使用手机。

“因为各家航空公司将根
据 第 五 版 修 订 版 的 各 项 规
定，重新更新修订公司手册，
完成民航局的评估，并向局
方提交申请，得到批准后才
可以放开。因此需要一定时
间。乐观估计，明年上半年，
旅 客 有 望 在 飞 机上使用手
机。”张武安说。

针对最新的规则，已经有
航空公司开始了行动。张武安
透露，目前，春秋航空已由运行
标准部门牵头组织，研究相关
评估方案。春秋航空的WiFi验
证飞机共有2架，均搭载了局域
网。随着第五版的即将生效，春
秋航空将立即研究推进空中互
联网飞机的进程。

厦航1 9日下午表示，将
对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影响进
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
和使用政策，逐步开放手机
使用权限。

山东航空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并未接到相关文件，还
将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手机干扰飞机
概率在百万分之一

目前我国明令禁止在飞机
上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其中
包括使用“飞行模式”的手机。
根据原理，处于开机状态的手
机在飞机起飞和降落阶段会搜
索信号，而手机使用的频率和
飞机与塔台联系的电磁波频率
有一段是相近甚至叠加的，可
能被当做是塔台发来的操作信
号，造成驾驶员误操作。

随着移动通信的快速发
展，各类无线通信技术发展越
来越快，飞机制造中也越来越
多地考虑如何抵御手机等设
备的干扰影响。因为技术没什
么明显问题，迄今，国际上已
经有超过40个司法辖区允许
在飞机上使用移动通信服务，
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航空公
司还在飞机上提供无线网络
服务。

民航通信方面专家李渊介
绍，目前还没有发生任何一起
因为使用手机造成飞机通信、
导航干扰的案例，也没有明确
的实验可以证明干扰的危害。
随着飞机制造水平的提高，飞
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也在提
高。此外，手机制造技术升级
了，也可以避免同信道干扰。目
前的研究表明，手机电磁信号
对于飞机飞行的干扰，概率在
百万分之一。

促进机上WiFi发展
带来巨大商业空间

政策调整也预示着一个新
的领域即将被激活，对于广大手
机用户来说，飞机上的无聊时间
终于有办法来充分利用了。

民航业专家李晓津教授认
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放宽，不仅
利好能够为航班提供互联网支
持的企业，同时也利好为网络
提供内容的航空公司。

“未来有一些企业会跟航
空公司合作把互联网引到飞机
上。航空公司通过给旅客提供
互联网，是有可能获得自己的收
益的，即使不直接向旅客收费，
它也可以通过发送广告或者提
供增值服务来获得收益。只是这
些服务未来是收费的还是免费
的，要加入广告还是不加入广
告，都有待于航空公司和旅客
进行磨合，取得一个大家共赢
的结果。”

可以预见，将手机等电子
设备的使用许可交由航空公司
评估，将大大促进机上WiFi设备
的发展，空地进一步互联互通；
同时更进一步地促使航空公司
在空中商城等的试点与应用，开
发更多的类似机票+产品。例如，
目的地租用车、景区门票、酒店
等等。航空公司的机上互联网
可能将成为新的流量入口。
本报记者 李晓东
综合央广网、中新网、新京报等

本报济南 9月 19日讯
（记者 李珍梅） 19日，
齐鲁晚报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联合开展的“江河
卫士——— 我的家乡我的河”
大型公益活动第三阶段———
高校联盟护水公益方案大赛
圆满落幕。经评审委员会评
选，《洁净水·润未来》环保项
目获最有价值方案奖,另有
三个项目获优秀方案奖。同
日，第二届“山东江河卫士高
校联盟”成立。9月底，本次评
选活动中的四个获奖方案
将在山东落地开展。

在本次护水公益方案
的评选中，山东师范大学环
保协会的《洁净水·润未
来——— 济南小清河信用水
源保护区巡护方案》环保项
目，关注小清河保护和治
理，从数十个策划方案中脱
颖而出，获得最有价值方案
奖，将获得活动方2000元
项目启动资金支持。青岛科
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青
岛农业大学三个学校学生

环保团体的《保护青岛海泊
河活动方案》、《护卫许家崖
水库综合方案》、《招募“百
夫长”，守护大沽河》三个项
目方案获优秀方案奖，将分
别获得1000元的项目启动
资金支持。

本活动得到省内高校
志愿者团队的积极支持，诸
多金点子正在组织提交中。

“保护水资源，除了要唤醒大
家的环保意识外，更需要搭
建一个人人参与的平台，让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江河卫
士，为环保奉献自己的知识
和力量。”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项目负责人表示，今年在
全国开展的“江河卫士”活动
将目光聚焦到母亲河保护，
是为了让更多有识之士，包
括高校志愿者投入到环保行
列中。而成立“江河卫士高校
联盟”是为了长久守护母亲
河，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更
好地贯彻公益、环保理念。

据悉，本次高校联盟护
水公益方案赛中的获奖项
目将成为“山东江河卫士高
校联盟”的工作重心，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除了给予
项目资金扶持外，还将融
入更多指导性建议。“对
于 可 行 、优 秀 的 环 保 方
案 ，我 们 经 过 评 估 审 核
后，会尽最大力量支持他
们的环保梦想！”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项目组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还将发起更多
保护水资源的公益项目。

本报济南 9月 19日讯
（记者 许建立） 暑气渐
远，秋光已至，告别了夏日
的烂漫，在9月秋高气爽的
日子里，2017山东（济南）
首届地标马拉松系列赛·千
佛山站暨2017安利纽崔莱
健康跑如约而来。9月23日

（周六），相约千佛山，一起
来嗨跑，全民健身乐不停，
我们一起出发，不见不散！

据了解，本次地标马拉
松系列赛·千佛山站是由山
东省体育局指导，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泰山体育产
业集团、济南市建委、济南
市旅发委主办，安利（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济南市千
佛山风景名胜区协办。

作为齐鲁晚报创刊30
周年的系列活动，首届地标
马拉松一路跑来，从“开春
第一马”的济南植物园站，
地标马拉松系列赛跑过了
大明湖、园博园、绣源河，再
到济南后花园“南山马拉
松”，越来越多的济南市民
加入“嗨跑”的行列，与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共同以奔跑
的姿态迎接未来，以淋漓的
汗水浸润心灵，以快意的笑
容回馈人生。

为满足不同群体需要，
本次千佛山站分别设置了
5公里与2公里两种活动模
式，健康跑、欢乐跑，在美好
的周末时光中体验跑步的
乐趣。在2公里模式中，很

多报名者计划带着孩子一
起跑，体验美妙的亲子时
光；在5公里模式中，不少
人是奔着组团“嗨跑”来的，
他们或是同事、密友，抑或
恋人。在前期的活动名额征
集中，短短的两天时间里，
有近2000名跑友报名，可以
说本次马拉松比赛又一次
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和
热情参与。

千佛山站比赛中，主办
方还准备了好玩的嘉年华
游戏和抽奖活动。特别注意
的是，选手们只要在活动当
天将自己参赛照片或现场
照片上传至齐鲁壹点情报
站参与互动，进行分享，评
论量排名前30名的参赛者
将获得安利纽崔莱送出的
精美奖品。

据悉，安利纽崔莱健康
跑是响应国家体育总局提
出的全民健身的号召，配合
全民健身推广计划而举行
的一项全民健身活动，是全
国性的全民健身运动品牌。
活动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也不计名次，重在参与。自
2002年以来，健康跑已跑过
北京、上海、广州等120多个
城市，直接动员500余万人

“为健康跑起来”。
另外，首届地标马拉

松系列赛组委会友情提
醒跑友，文明参赛，友谊
比赛，重在参与，适度掌
握运动量。

周周六六相相约约千千佛佛山山
一一起起嗨嗨跑跑乐乐不不停停
参与齐鲁壹点情报站互动，赢精美奖品

第二届“江河卫士高校联盟”成立

说说起起保保护护家家乡乡河河
他他们们点点子子格格外外多多

飞飞机机上上用用手手机机
有有望望明明年年实实现现
政策自己定，各航空公司步调难一致

9月18日，中国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朱涛在中国民航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日前，交通运输部通过了对《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第五次修
订，将于2017年10月起实施。其中，放宽了对于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PED）的管理规定，允许
航空公司为主体对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使用政策。由此，
在国内飞机上畅快地玩手机，终于变得可能了。

飞机上用手机有望明年实现。（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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