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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航空安全系统

国家航空当局

在第三国运营人授权的基础上

发布运行许可

执行停机坪检查(外国航空器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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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航空安全名单

欧洲航空安全局

第三国运营人

发布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协调停机坪检查方案

欧盟委员会

管理欧洲航空安全名单国家航空当局

在第三国运营人授权的基础上

发布运行许可

执行停机坪检查(外国航空器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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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航空安全名单

• 为什么 ? 欧盟航空安全名单的来源

• 什么? 工具及其目标

• 谁? 和谁相关，和谁不相关，谁参与决策？

• 如何? 实际情况下如何运作？如何进入，如何出来？

• 现状如何？实施十年之后的事实和数据

• 何去何从？未来面临的挑战



2004年和2005年的一系列严重事故造成了包括欧洲旅客在内的
数百人死亡，引起公众对于安全问题的极大关注：

. 埃及审定的闪光航空公司，2004年1月3日，148人死亡

. 突尼斯审定的突尼斯航空公司，2005年8月6日，39人死亡

. 塞浦路斯审定的太阳神航空公司，2005年8月14日，121人
死亡

. 哥伦比亚审定的西加勒比海航空公司，2005年8月16日，
160人死亡

. 秘鲁审定的秘鲁国营航空公司，2005年8月23日，40人死亡

. 印尼审定的曼达拉航空，2005年9月5日，149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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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来源



.不断增长的全球航空市场加上市场复杂性（参与者、技术……）的增
大造成更多风险……

.安全监管当局的资源并未出现同样趋势 –而是相反！

.安全仍然是欧盟旅客的首要期望，但……

.欧盟成员国采用了不同方法（闪光航空公司仅在瑞士被禁；奥努尔航
空在荷兰和法国被禁，但在比利时未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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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来源



欧盟委员会2111/2005号条例的目标是：

.停止不安全航空公司在欧洲的运营

.告知在欧盟之外旅行的欧洲公民安全风险不断增加

.告知旅客实际运营航班的航空公司名称

.帮助航空当局和运营人解决他们的安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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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来源



一种普遍的安全做法

自2006年以来，根据欧盟委员会2111/2005号条例，
确定了欧盟的所有运行禁令：

. 在欧盟层面上，

. 根据通用安全标准，

. 在28个成员国的任何地方都适用

2006年3月，根据欧盟委员会474/2006号条例通过了第一份欧盟
航空安全名单

28 March 2017 EU - China APP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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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具



.所有航空公司都要遵循欧盟航空安全名单，无论：
- 它们的来源（欧盟或非欧盟）
- 它们的经济模式（低成本或非低成本）
- 运营的航班类型（定期或非定期）

.限于商业运行（非营利性航班除外）

.在欧盟内有航权或无航权的航空公司均可列入航空
安全名单

（不包括私人飞机、国家航班和运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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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涉及到的航空公司



.成员国提供安全信息，并公布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可能做出的国家层面
的禁令.欧洲航空安全局提供安全信息，包括对外国航空器安全评估停机坪检
查结果的分析、第三国运营人授权评估、对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全监
督审计计划结果的分析.告知航空安全委员会所有协商，听取承运人和主管当局意见，并向欧
盟委员会给出关于所提议的最新信息的正式意见.欧盟委员会决定是否做开放案例，开展咨询，并做最新信息提议。委
员会通过以条例的形式对欧盟委员会474/2006条例制定的首个航空安全
名单进行更新的最新信息。.欧洲航空安全组织根据欧盟航空安全名单，对进入欧盟空域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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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决策参与者



考虑了若干信息来源：

.国际民航组织综合安全审计的结果、国际民航组织协调验证访问，以
及在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框架内收集的其他信息，

.在外国航空器安全评估计划框架内对飞入欧盟的航空器进行停机坪检
查的结果

.欧洲航空安全局进行的第三国运营人授权评估的结果

.事故相关信息

.其他民用航空当局采取的措施，例如美国联邦航空局国际航空安全评
估（IASA）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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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下如何运作？



.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用于决策的通用标准。载于欧盟委员会
2111/2005条例的附件。

.所考虑的标准：
非欧盟航空公司：应遵守国际民航组织标准
欧盟航空公司：应遵守欧盟立法

.可能综合的三个不同案例：
1. 在航空器上发现的缺陷和/或
2. 航空公司缺乏解决安全问题的能力和/或
3. 安全监管当局缺乏履行其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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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下如何运作？



有全面保证的决策过程

.进行磋商：
- 与相关航空承运人进行磋商
- 与负责监管的当局进行磋商
- 包括交换信件、意见听取会和实地访问

.与航空安全委员会成员共享所有信息

.相关航空公司/国家有权向欧盟委员会和航空安全委员会反映意见

.决策总是得到广泛推动并且以欧盟的所有官方语言进行透明公布。

28 March 2017 EU - China APP 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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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下如何运作？



.当所有其他防线都失败之后，向一个国家的所有
航空公司和/或某一家航空公司实施禁令是应对安
全问题和保护旅客的最后办法

.最后并且必须伴随其他措施（例如，向主管监管
当局提供技术援助）

.禁令只是一个暂行措施，直至国家/航空公司解决
安全问题并能证明符合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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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下如何运作？



2006年3月根据国家运行禁令通过了第一份欧盟航空安全名单，包括96家航
空公司：

• 受禁令制约的9家独立经营的航空公司（附件A），以及5个非洲国家
颁照的所有航空公司（共87家）

• 受运营制约的3家航空公司（附件B）。

欧盟航空安全名单逐渐体现了其预防作用：

航空公司以及负责监管的民航当局，因可能被列入名单的“威胁”和劝
诫作用，提高了安全性：

已发现安全缺陷的航空承运人避开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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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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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16年12月最后一次更新，航空安全名单已经更新过28次，现在包括：

•18个国家审定的所有承运人，有190 家已知航空承运人（附件A）
•3家个别承运人，其运行在欧盟范围内被全面禁止（附件A），其中两家
按照出于安全理由的负面的第三国运营人觉得被禁。
•6家航空承运人，受到运行制约并因此被允许以严格条件在欧盟内运行
（附件B）

随时间推移，有超过150家航空承运人由于改进或当局所采取的监管行动已
从名单中去除。这些承运人在名单上的平均时间为三年。

现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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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盟航空安全名单迄今从未包含过欧盟承运人，因为航空安全委员
会对欧盟承运人进行了系统审查。

• 58家欧盟航空公司已在最新信息中提及。

• 已对若干案例进行审查以便做决策

• 成员国主管当局已采取行动（撤销或暂停航空运营人证书）或要求采取其他改进措施。

?

现状如何？



何去何从？未来的挑战

• 有必要增强技术援助以支持这些目前被视为能力不足的国家主管当局
进行能力建设。

• 欧盟委员会已经批准欧洲航空安全局在十余个国家执行这些任务。

• 欧盟内部调动资金为下列地区提供技术援助：非洲、南亚、东南亚和
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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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欧盟委员会航空运输门户网站”

.航空政策：
http://ec.europa.eu/transport/modes/air/index_en.htm

.航空安全政策：
http://ec.europa.eu/transport/modes/air/safety/

.航空安全名单：
http://ec.europa.eu/transport/modes/air/safety/air-ban/index_en.htm

.欧洲航空安全局：
http://easa.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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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europa.eu/transport/modes/air/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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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运营人授权过程

欧洲航空安全局 欧盟委员会

第三国运营人

管理欧盟航空安全名单

发布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协调停机坪检查方案
国家航空当局

在第三国运营人授权的基础上

发布运行许可

执行停机坪检查(外国航空器安全评估)



国际民航组织附件6第1部分（和国际民航组织Doc 8335号文件）

欧盟委员会216/2008条例（“欧洲航空安全局基本规章”）

欧盟委员会452/2014条例，2014年4月29日（TCO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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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运营人（TCO）规章

http://ishares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2/07/eu-flag.jpg
http://ishares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2/07/eu-fla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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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部的适用范围

欧盟委员会452/2014条例规定了关于第三国运营人航空运行的技术要求和管理程
序

附加规章（范围、定义、授权、生效）

附件1 – TCO部 –适用于第三国运营人

附件2 – ART部 – 当局关于第三国运营人的要求

适用于：

“……持有第三国颁发的航空运营人许可证（AOC）[或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Doc 8335号文件颁发的同等证书]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根据[欧盟]条约的规定用于商用航空运输目的在领土之内、进入或离
开领土的航空器运行。”

用于人道主义或紧急情况救援的临时、一次性飞行

不适用于：无着陆计划的飞越欧盟领土的第三国运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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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Member State responsibilities

代码共享：
非欧洲代码共享合作伙伴如计划根据其自己的航空运营人许可证在欧盟目
的地运行，仅需要获得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干租：
使用干租航空器并且航空器在另一国注册的的外国运营人可能被要求向欧
洲航空安全局证明两国之间就适航监管做的安排。

湿租：
在湿租情况下，运营承运人（出租人）必须持有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第三国运营人授权持有者在使用湿租航空器飞往欧盟时，必须告知欧洲航
空安全局，并须确保出租人也持有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在租赁和代码共享方面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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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商店”原则

检查外国（非欧盟）商业航空运输（CAT）运营人安全绩效的欧洲单一系
统。

欧洲航空安全局发布的授权是欧盟成员国授予运行许可的先决条件。

28个欧盟国家
包含若干欧洲海外领地

+4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



第三国运营人授权是免费的

第三国运营人申请人必须向欧洲航空安全局证明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要求

通过问卷、证据、宣言和技术评估

欧洲航空安全局将颁发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未发现不符合适用国际民航组织标准的情况；和

当欧洲航空安全局已建立申请人对航空运营人许可证的信心；和

没有证据证明运营人所在国或注册国（如适用）对运营人和/或航空器进行
审定和监管的能力存在重要缺陷

因此

欧洲航空安全局第三国运营人授权将是潜在航空运营人许可证的验证

未超越由主管当局批准的航空运营人许可证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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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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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原则

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发布时无期限限制（无到期日）

在相关的第三国运营人规范中规定了特权和范围

对规范进行变更需要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的预先批准

欧洲航空安全局授权决定公布于欧洲航空安全局网站：
http:/easa.europa.eu/TCO

运营人有权对授权决定提起上诉

http://easa.europa.eu/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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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标准

ART.200初始评估程序——综述

欧洲航空安全局应在收到申请后的30天内或运行计划开始日期之前的30 天
完成初始评估，以较迟者为准

申请必须包括欧洲航空安全局要求的所有信息、文件和记录。

如果评估需要进一步的评估或审计，则酌情延长评估期用于进一步评估或
审计。

减少非定期航班——一次性通知(TCO.305)



TCO Authorisation
28

评定和审计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必要的程度上进行技术评估。在需要时，欧洲航空
安全局邀请运营人管理层到欧洲航空安全局位于科隆的总部参加技术
磋商会议。

根据第三国运营人进行现场审计是有限制的，并且通常不会在初始评
估程序过程中进行。

仅在下列情况下考虑根据第三国运营人部进行审计：

根据欧盟安全名单受到欧盟运行禁令制约的申请人的初始评估过程中；
或

当欧洲航空安全局已采取执行行动（即，第三国运营人授权的暂停）时
对改进措施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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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航班– 一次性通知

一次性飞行通知
确认收据

（唯一通知编号）

= 申请的证明

针对MS的进入许可申请

欧洲航空
安全局网站

一次性通知飞行限于空中救护飞行以及为公共利益而执行的飞行（例如
人道主义任务或救灾行动）。

一次性通知的有效期最长为42天。

运营人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申请正常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运营人每24个月仅能使用一次性通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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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Member State responsibilities

成员国继续采用关于下述方面的国家程序：

• 噪声审定要求

• 特定本地程序的批准

• 安保方案

• 保险要求

对于未持有欧洲航空安全局第三国运营人授权的运营人，成员国将：

1. 指导运营人去向欧洲航空安全局申请完全第三国运营人授权和/或“一次
性”通知

2. 成员国将不颁发运行许可，如果没有下列材料:

• 有效的第三国运营人授权，或

• 对欧洲航空安全局的“一次性”通知的有效证明

欧盟成员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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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空安全局

第三国运营人

授权

(Reg. 452/2014)

欧盟委员会

欧盟航空安全名单

(Reg. 2111/2005)

为在全球范围内
避免欧盟公民使
用不安全的航空
承运人，互为补

充

与欧盟航空安全名单协调

http://ishares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2/07/eu-flag.jpg
http://ishares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2/07/eu-flag.jpg
http://easa.europa.eu/
http://easa.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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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运营人和欧盟安全名单是有共同目标的两种工具：
避免欧盟公民使用不安全的航空承运人

为了保持两个系统间的一致性，紧密的协调和沟通非常必要

通过一种专门的协调功能以及通过既有常规沟通渠道进行协调沟通

与欧盟航空安全名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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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航空安全名单之间的协调

协调原则
根据欧盟航空安全名单被禁止在欧盟运行的运营人有资格向欧洲航空安全局
申请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现场审计。

如果运营人因国家未履行其监管义务而被禁，欧洲航空安全局只有在与欧盟
委员会进行预先协调后才可执行评估

在对被禁的运营人进行评估后，欧洲航空安全局将与欧盟委员会分享评估结
果。

只有在根据欧盟安全名单颁布的运行禁令被解除之后，欧洲航空安全局才可
发布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在欧洲航空安全局拒绝或暂停第三国运营人授权的情况下，欧洲航空安全局
会通知欧盟委员会

然后欧盟委员会决定是否在欧盟安全名单范围内接受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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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关于外国运营人的欧盟安全系统立足于三大支柱：

欧盟航空安全名单

欧洲航空安全局第三国运营人授权

停机坪检查方案（外国航空器安全评估）：
由国家航空局在欧洲航空安全局的协调下进行检查

三个系统密切协调并互为补充

欧盟安全名单由欧盟委员会管理。名单保护欧盟公民不使用被认为不安
全的运营人，并相应地告知公众

第三国运营人授权过程由欧洲航空安全局管理。该过程遵循“白名单”
原则，以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为基准，并且是免费的。

在运营人获得32个欧洲航空安全局成员国中的运行许可之前，第三国运
营人授权是强制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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