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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前言 

航空器事故是意外的且通常为灾难性的事件。对那些因航空器事故遭受悲痛和损失的人员的关切，促使航

空业内部更加努力制定及时处理遇难者及其家属需求的程序。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大会，在 1998 年 10 月第 32 届会议期间，审议了援助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

家属的议题，认识到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政策应确保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及其缔约国考虑到和照顾到民用航空事

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生理和精神健康。经过多次讨论后，大会 A32-7 号决议，除其他外： 

— 要求各缔约国重申其对支持民用航空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所做的承诺； 

— 敦促各缔约国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迅速审查、制定并实施提供这种援助的规章和方

案；和 

— 敦促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制定说明各缔约国及其航空运营人编制支持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

的规章和方案必要性的材料。 

1999年5月10日至28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航空法会议的第2号决议认识到航空器事故带来的悲惨后果。

会议注意到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困境，并考虑到他们的即时需求。为此，会议敦促航空承运人根据航

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直接经济需求毫不延迟地支付预付款。会议还鼓励成为1999年5月28日在蒙特利尔

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缔约国的各国根据本国法律采取适当的措施，推动承运人采取此

类行动。 

2001年，为了响应大会A32-7号决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出版了《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

指南》（Cir 285号通告）。这些规定于2005年被纳入附件9 —《简化手续》，以便使事故遇难者的家属能够迅

速进入事故发生所在国。 

支持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援助方案要求航空运营人、机场运营人、事故发生所在国、非政府组织

和专业商业公司作出合作规划和反应。无论事故大小，遇难者及其家属都应得到适当的援助。由于航空器事故

的大小和情况各不相同，提供援助家属所需资源的多少差别也很大。因此，对这类事件进行规划是必要的，以

确保在发生重大航空器事故时，为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的援助是适当而充分的。 

有关事故调查进展方面的信息也应及时向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应强调的是，航空器事故调查的唯一

目的是防止事故和事故征候，应与提供亲属援助分开。 

本文件旨在制定有关向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政策，并鼓励各国在规

划、编制和实施本国与家属援助相关的法律、规章、政策和程序时纳入这些政策。 

 

 



(viii)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政策 

以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各文件包含实施这些政策的指导材料和规定以及简化手续相关事项的信息： 

— 《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指南》（Cir 285号通告，将作为Doc 9973号文件重新发

布）；和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附件9 —《简化手续》 

 

____________________



 

I-1 

第I节  综述 

1.1  家属援助就是为了解决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关切和需求而向其提供相关服务和信息。 

1.2  确定家属的范围和具有接受援助资格的人员可能是规划过程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方面。各种文化和

各国公民之间的家属概念各不相同。一开始最为慎重的方法是使定义保持宽泛并具有包容性，适当考虑到各国

关于除了家属成员以外的，可能对遇难者的法律事务负责的人员的现有规定。 

1.3  提供家属援助需要在一些方面投入资源，包括如下各个方面： 

a) 有关事故发生的信息； 

b) 对事故的应急响应； 

c) 对前往并在家属援助中心住宿进行协调，以及对未前往人员的援助； 

d) 在可以进入事故现场的情况下，对前往事故现场进行协调； 

e) 对即时财务需求提供支助； 

f) 有关遇难者所处位置和状况以及遗体的回收、身份识别和处置的信息； 

g) 有关个人物品的寻获、管理和返还的信息； 

h) 社会、情感和心理上的支助；和 

i) 有关调查进展情况及其目标的信息。 

1.4  适当的协调是对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需求作出短期和长期高效反应的关键。理事会大力鼓励各国、

航空运营人、机场运营人和第三方毫不延迟地运用本文件中有关向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的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的各项政策。 

注 1：国际民航组织 285 号通告 —《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指南》（将作为 Doc 9973 号

文件重新发布）提供了关于提供家属援助的附加信息和指导材料。 

注 2：本文件中使用了如下术语：航空器事故、航空器事故调查部门、航空运营人、机场运营人、协调人

/协调机构、家属援助提供者、事故发生所在国、幸存者和遇难者。这些术语的定义参见附录 A — 术语表。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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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节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政策 

国家准备 

2.1  航空器事故是意外的且通常为灾难性的事件。航空事故的大小和范围将影响所需的家属援助的类型，

以及提供适当而充分的援助所需的财务、人员和设备资源的数量。家属援助反应的规模将与受到影响的人员的

数量直接相关。 

2.2  家属援助可能需要有国家的法律、规章和/或政策，以确保可以立即获得提供援助所需的资源和投入。

相关各方的有效协调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2.3  理事会建议各国： 

a) 再次确认他们的承诺，以确保向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适当而充分的援助； 

b) 制定与家属援助计划相关的法律、规章和/或政策，以确保家属援助的提供者获得必要的财务、

人员和设备资源，并确保即刻可以启动及时向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的各种系统； 

c) 确保各自的家属援助计划考虑到下述因素：家属援助的接受者、所提供的家属援助类型、应何

时提供家属援助、家属援助的提供者、定期审查和演练该计划以及制定执行该计划所需的法律、

规章和/或政策； 

d) 制定所需的法律、规章和/或政策，以便对努力提供所需的家属援助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控制； 

e) 要求航空运营人执行家属援助计划，并确保根据需要对这些计划进行定期演练、监督和审查。 

f) 要求机场运营人与航空运营人配合执行家属援助计划（可将其作为机场运营人机场应急计划的

一部分），并确保根据需要对这些计划进行定期演练、监督和审计；和 

g) 要求航空运营人与其运营的各个机场作出适当的安排，以便在需要时为提供家属援助提供便

利。 

家属援助计划 

2.4  一个定期演练的详尽、周全的计划对提供家属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可能需要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

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提供此类援助，并需要立即作出反应，而且可能会涉及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巨大支出和专

用资源。 

2.5  理事会建议家属援助计划考虑下述因素： 

a) 家属援助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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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拟提供的家属援助类型； 

c) 应何时提供家属援助； 

d) 家属援助的提供者； 

e) 定期审查和演练家属援助计划；和 

f) 制定执行该计划所需的法律、规章和/或政策。 

2.6  各国应依赖来自其他国家、航空运营人、机场运营人、第三方（例如非政府援助机构和商业公司）

和家属协会的具体规划和资源。理事会建议各国与可能为计划的制定、准备和实施提供支持的各部门、机构、

协会、组织和其他国家签订谅解备忘录、协议和/或合同。 

家属援助的及时性 

2.7  航空器事故发生后，所需的最紧急的信息是确认某一家属所担心的人员是否遭遇到该事故。提供这类

信息的能力取决于是否获得一份足够详细、可以明确确认每名旅客身份的准确无误的旅客名单。 

2.8  某些国家具有保护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身份隐私的规则和规章。因此，延迟提供旅客名单可能会为

负责协调和提供家属援助的部门带来不利影响。 

2.9  理事会建议各国考虑制定能够使负责提供家属援助的机构为即时提供援助之目的，获得相关和适当

信息的法律、规章和/或政策。 

家属援助的提供者 

2.10  提供家属援助涉及五个主要群体： 

a) 事故发生所在国的政府和事故所涉及的其他国家； 

b) 航空运营人； 

c) 机场运营人； 

d) 第三方（例如非政府援助机构、商业公司）；和 

e) 家属协会（如果需要）。 

注：每一群体在家属援助工作中都具有不同的资源和职责。这些群体的工作应保持同步并协调一致，以有

效地作出家属援助响应。 

2.11  理事会建议各国作为本国家属援助计划中建立协调过程的一部分，为不同家属援助提供者之间的协

调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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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事故发生所在国 

2.1.2  有关家属援助方面简化手续事项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附件 9 第 8 章

I 节 — 对航空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协助。I 节规定事故发生所在国负责标准和建议措施的实施。事故所涉及

的其他国家也可能分担这些职责。 

2.13  理事会建议各国在其规章和/或政策中指定并明确规定一个协调人/协调机构，以确保不同的家属援

助提供者以高效及协调的方式工作，从而尽可能提供最适当和及时的援助。该协调人/协调机构还可以作为家

属、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络点。 

注：在不能准确确定事故发生地位于哪国领土的情况下，航空器登记国应负责为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

家属援助。期望距公海事故现场最近的国家尽其所能提供家属援助，并对航空器登记国提出的请求作出反应。 

航空器事故调查部门 

2.14  理事会强调附件 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所界定的航空器事故调查的唯一目标是防止

事故和事故征候，而非分摊过失或责任，并且与提供家属援助是区分开的。但是，事故调查部门有义务向家属

和事故幸存者提供关于调查进展情况的及时的和经证实的信息，前提是其不影响调查的目的。 

2.15  为了确保向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公布经证实的信息的及时性，理事会建议事故调查部门或其他相关

部门考虑任命一名联络人作为联络点，以确保与其他家属援助提供者的有效沟通，并在需要时和可以进入事故

现场时，协调家属和幸存者前往事故现场。 

民用航空当局 

2.16  民用航空当局通常负责航空业的规章、资格审定和监督。在某些国家，民用航空当局颁布有关规章

和/或政策，规定航空运营人和机场运营人备有家属援助计划。 

2.17  理事会建议各国民用航空当局或其他相应的机构制定相关法律、规章和/或政策，要求航空运营人

和机场运营人备有能够及时而有效地为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家属援助计划和资源。必要时应对这类

计划进行监督、演练和审查。 

非政府组织 

航空运营人 

2.18  航空运营人是制定和保持准确的旅客名单，以为识别遭遇航空器事故人员身份提供便利的最佳机构。

航空运营人也是通知事故遇难者家属，并向参与提供家属援助的其他部门提供旅客名单的最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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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理事会建议各国确保航空运营人定期审查、演练和更新家属援助计划，以便向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

其家属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援助。 

机场运营人 

2.20  由于各机场通常是家属和朋友为接收有关事故的信息最先汇聚的场所，因此各机场必须备有向事故

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的计划，并把注重放在事故后的及时关心和支助上。实施这类计划要与航空运营人协

调，以便于对所提供的援助进行协调。为此，理事会认为事故发生后，与该行动相关的所有机场（包括离场机

场、目的地机场和备用机场）可能需要参与提供家属援助。  

2.21  理事会建议各国确保机场运营人的家属援助计划定期审查、演练和更新，以便向航空器事故遇难者

及其家属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援助。 

第三方 

2.22  理事会建议各国、航空运营人和机场运营人考虑到第三方在制定家属援助计划中的经验和服务，例如： 

a) 在应对家属和灾难幸存者方面具有广泛经验，并常常能够提供诸如为事故遇难者家属提供危机

咨询和支助等服务的援助机构；和 

b) 能够协助提供家属援助的专业商业公司，例如协助处理家属成员来电、协助提供现场家属援助

协调和协助管理个人物品的辨认、保管和返还工作等。 

家属协会 

2.23  理事会承认，各家属协会在以各种形式向其成员提供援助，并在某些情况下向其他航空器事故遇难

者的家属提供了援助。家属协会在提供家属援助方面能够提供不同寻常的第一手经验和见解，并可与之探讨如

何处理某些家属援助问题。 

2.24  理事会建议各国在制定本国的家属援助计划时充分考虑各家属协会可能提供的经验和支持。 

2.25  理事会进一步建议各国考虑支持在必要时成立家属协会。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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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术语表 

本手册中在论及为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家属援助时所用的术语定义如下： 

航空器事故  对于有人驾驶航空器而言，从任何人登上航空器准备飞行直至所有这类人员下了航空器为止

的时间内，或对于无人驾驶航空器而言，从航空器为飞行目的准备移动直至飞行结束停止移动且主要推进系统

停车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与航空器运行有关的事件，在此事件中：  

a) 由于下述情况，人员遭受致命伤或重伤： 

— 在航空器内，或 
— 与航空器的任何部分包括已脱离航空器的部分直接接触，或 
— 直接暴露于喷气尾喷， 

但由于自然原因、由自己或由他人造成的受伤，或对由于藏在通常供旅客和机组使用区域外的偷

乘飞机者造成的受伤除外；或 

b) 航空器受到损坏或结构故障，并且： 

— 对航空器的结构强度、性能或飞行特性造成不利影响，和 
— 通常需要大修或更换有关受损部件， 

但下述情况除外：仅限于单台发动机(包括其整流罩或附)的发动机失效或损坏，或仅限于螺旋桨、

翼尖、天线、传感器、导流片、轮胎、制动器、机轮、整流片、面板、起落架舱门、挡风玻璃、

航空器蒙皮（例如小凹坑或穿孔）的损坏，或对主旋翼叶片、尾桨叶片、起落架的轻微损坏，以

及由冰雹或鸟撞击造成的轻微损坏（包括雷达天线罩上的洞）；或 

c) 航空器失踪或处于完全无法接近的地方。 

航空器事故调查部门  根据附件 13，主要负责航空器事故调查的政府机构、实体或委员会。 

航空运营人  从事或要求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个人、组织或企业。 

机场运营人  从事机场运营的个人、组织或企业。 

协调人/协调机构  保证必要的资源和机构彼此间保持适当的关系，以便向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最佳援助

的个人或组织。 

 



A1-2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关于援助航空器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政策 

 

家属援助提供者  有责任向事故遇难者及其家属提供家属援助的实体，例如事故发生所在国的政府部门和

机构、航空运营人、机场运营人、第三方（例如非政府援助机构、商业公司）和家属协会。 

事故发生所在国  在其领土内发生事故或事故征候的国家。 

幸存者  没有因为航空器事故受到致命伤害的遭遇事故者。 

遇难者  航空器乘员或在航空器外部被意外直接卷入航空器事故的人员。遇难者可能包括机组成员、收费

旅客、免费旅客和第三方。 

 

—完— 


	Doc 9998 alltext CH J1301718.pdf
	Page 1
	Page 2
	Page 3

	Doc 9998 alltext CH J1301718.pdf
	Page 1
	Page 2
	Page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