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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民航十大变局
|| 邹茂功

 
2020 年初，一场疫情将民航业迅速打至冰

点；此后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民航业也开始复苏；
不过受海外疫情大范围扩散影响，民航业的恢
复基础仍不牢固。

国际航协预计，航空业复苏之路依然漫长，
客运量最早要到 2024 年才能恢复至 2019 年水
平。各国国内航空运输恢复是行业复苏的主要
驱动力。

遭受疫情冲击、增速下滑以及国际市场变
幻等因素影响，2020 年的中国民航业，可谓是
大变之年。

 
民航高层变动

2020 年的民航业在人事方面的突出变化，
就是行业巨头掌门人发生重大变化。四大航中，
有三大航掌门人发生变化。机场方面也有变动。

巨额亏损史上最多

2020 年上半年民航就创下了 741 亿元的
巨亏，此后亏损虽然有所减少，甚至部分机场、
航司还实现了月度盈利。不过随着 2020 年 11、
12 月最淡季节到来，国外疫情出现加速扩张，
国内疫情局部多个城市出现病例，民航在年末
亏损将进一步加大。

2020 年 1~11 月份，全民航旅客运输量为

3.75 亿人次，同比减少 2.32 亿人次，也创下历
史最大降幅。2020 年，预计全年完成客运量 4.09
亿人次，同比减少 2.51 亿人次，降幅 38%。

飞机引进按下暂停键

2020 年受疫情冲击，一方面航司普遍推
迟了飞机引进计划，另一方面正常的飞机交付
也受到影响。2020 年是近年来民航业引进飞机
最少的一年。如果减去退租的飞机，2020 年净
增飞机最多的航空公司也不超过 10 架。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国航运营 704 架飞机，比上
年底净增 6 架飞机。东航运营 720 架飞机，比
上年底减少 3 架飞机。南航运营 859 架飞机，
比上年底减少 3 架飞机。海航运营 346 架飞机，
比上年底减少 15 架飞机。

国内国际两极分化

受疫情影响，国际航线政策也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变化，前期是鼓励不断航，后期是“五
个一”政策。因此民航国内国际市场出现了非

常大的变化。
目前国内市场旅客运输量已经恢复接近去

年同期水平，而国际旅客运输量仅为去年 2%。
11 月份，国航、东航、南航的国内旅客运输量
分别为 2019 年同期的 98.5%、85.5%、99.3%。
而国际旅客运输量，国航、东航、南航分别为
2019 年同期的 2.7%、1.7%、4.4%。

地方政府加快入局

民航业遭遇严峻挑战，航空公司亏损严重，
现金流吃紧，一些股东实力不强的民营航空公
司面临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民营资
本加速退出，地方国资纷纷接手。

青岛航空加快了股权转让，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变更。红土航空主基地迁至长沙，迅速
完成向湖南航空的更名。瑞丽航空与无锡市府
签订了合作协议，2020 年底前将 61% 的股权
质押给无锡地方国企。龙江航空完成司法拍卖，
江苏艾方以 7.7 亿元价格买下，并已完成过户
手续。

低成本航空优势凸显

因国际航线仍处于严控状态，原先投放在
国际市场的运力大部分改投国内，国内市场出
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因此票价水平仍然低迷。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低成本航空表现较为出色。
行业内几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于 2020 年下半年以

来的生产经营情况，春秋航空、西部航空、祥
鹏航空、中国联航，表现都非常突出。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
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
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也就
是说，一方面供给侧需要结构性改革，另一方
面还是要扩大内需。

货运航空元年火热

2020 年可谓货运航空元年。2020 年受疫
情影响，客运航空遭受冲击，但货运航空却异
常火热。顺丰快递加快了在航空货运领域的扩
张。东航物流加快上市步伐，国货航、南航物
流都在 2020 年实施了股权多元化改革。

此外，中州航空、西北货运航空纷纷组建，
意味着未来航空货运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不
过，更激烈的竞争也将随之到来。

民航股权改革加速

东航集团实施了股权多元化改革，引入战
略资本 310 亿元，成为多元股东的央企集团。
中航集团旗下中货航实施了混改。南航旗下物
流公司、通航公司实施了混改。

南北分化逐渐加剧

2020 年民航业南北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分
化。广州白云机场表现最为抢眼，2020 年大概
率成为全球旅客吞吐量排名第一的机场。成都
双流机场表现也很出色，8 月份之前一直排名
全国第一。此外，重庆江北机场、深圳宝安机场、
昆明长水机场、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
杭州萧山机场等南方机场相对北方机场表现更
好。

国产飞机实现突破

2020 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产飞机突
破之年。2020 年 6 月 28 日，国航、东航、南
航同时接受首架 ARJ21 飞机，国产飞机进入
三大航。2020 年，中国商飞公司共向客户交付
24 架 ARJ21 飞机，批产交付再创纪录。

ARJ21 市场导入迈出重要步伐，累计向国
航、东航、南航、华夏航等 8 家客户交付 46 架，
首次入列国际主流航空公司及民营航空公司机
队 ；安全载客近 160 万人次，单日最高轮挡时
间 13.53 小时，创下历史新高 ；在海拔 4411 米
的稻城亚丁机场完成高高原试飞，公务机、货
机等系列化产品加快推进。

面对后疫情时代商务出行萎缩,航司如何应对？
|| 熊维

如今，全球各地的跨境旅行需求基
本在政策和航线的限制下，被极度压制。
主观上，人们的出行信心尚未恢复，客
观上，现有的入境隔离以及航线削减，
致使出行变成了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

受此影响，尤其以境外游客为主的
旅游市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中
国疫情复苏的实践来看，各地的旅游目
的地市场也在通过各种市场手段极力刺
激需求的恢复。此时价格等经济因素也
将起到刺激反弹的作用。

可以预见，全球疫情宣告结束后的
这波个人跨境休闲热潮，或将成为航司
所面临的第一个后疫情时代机遇。

两舱客源的减少
超级经济舱或成为行业新宠

目前，对于全服务航司来说，“两舱”
客源最为重要的获客渠道仍然是公司客
户为主。以洲际重点城市间的航线为例，
为了最大限度提升航线收入，在机舱舱
位布局上，这一类的洲际航线中，甚至
超三分之一的机舱都分配给两舱舱位。
因为两舱舱位单位面积的收入可以达到
经济舱的 5~7 倍之多。在全球最长航线
主打商务需求的新加坡 - 纽约航线，甚
至都未设置经济舱位，其服务与商务市
场的用意更是显而易见。

未来，随着客源的减少，重新改变
机舱舱位设置，引入全新的舱位体系，
超级经济舱或将成为行业的新宠。从目
前部分成功航司的实践来看，考虑到上
座率和折扣价格因素，好的超经座位产
品口碑及单位面积收益有时甚至高过同
类别公务舱，不失为航司的一个可选项。

根据汉莎航空在疫情前发布的一份
报告，超经舱从每平方米收益看是所有
机舱产品中收入最高的舱位。平均每平
方米收益要比商务舱高出 6%，比经济
舱高出 33%。前不久，阿联酋航空也开
始改装现有的机舱座位，第一次推出了
富有特色的超经产品。对于疫情后的市
场而言，将会是一次针对行业细分市场
及贴近需求的有益尝试。

窄体机洲际航线
成为航司更加务实的选择

除了机舱舱位布局的调整外，航司
机队所选择的飞机种类也会因疫情后客
源的变化而调整，但这种调整付出的成
本和难度要更大。

近一年的疫情中，诸如空客 A380、
波音 777 的宽体客机无疑遭受到了巨大
的影响。英航、澳洲航空纷纷停飞了波
音 747，达美提前退役了机队中所有波
音 777 机型。目前仍在飞行中的宽体机
数量不足疫情前的三分之一。长期的冲
击更反映到宽体机的二手交易价格。

根据 Cirium 的调研，宽体机的价
值在疫情中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冲击。
机龄较大的波音 777 以及空客 A330 的
二手市场价值已经较疫情之前下降了
20%~25% 左右。可以预见，宽体机市
场供大于求的状况在短期内仍将持续。
波音更是表示，计划 2021 年整合其南
卡罗来纳州工厂的 787 客机生产线，进
一步削减已经减少的波音 787 飞机生产
计划，以求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降低成
本。此外，波音还计划在 2022 年停止
制造其标志性的波音 747。宽体机在航
空市场的辉煌或许在疫情后很难再见。

未来，面对需求的减少，运营成本
更低，航程更远的新型窄体机或成市场
的“新宠”。近些年，波音和空客纷纷推
出了诸如 737MAX 以及 A321neoLR/
A321XLR 系列的超远航程窄体机。尤
其是 A321XLR 所具备的 8500 千米航
程，可以覆盖现有全球 99% 的航线需求。
A321XLR 机型对于未来航空市场革命
性变革的冲击，在于为很多中小航司以
及客源不足以支持宽体机运营的洲际点
对点直飞市场带来新机遇。如今看来，
疫情更是将此类机型的市场热度继续推
高。

由于通用部件多，这一类在成熟机
型基础上改良的超远航程窄体飞机除了
售价优势外，还具有维护和运营成本低、
飞行员以及机组机型转换成本低，对机
场跑道的硬件要求低的优势。如果一架
空客 A330 替换为 A321LR 系列机型，
座位数相应减少 40%，更高的上座率，
将更适合疫情后萎缩的市场需求。这些
特点所带来的运营灵活性以及低市场风
险都有助于其成为航司摆脱疫情的利
器，以提高客座率和航线盈利水平。对
于重点商务航线，更可在不牺牲飞行班
次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的收入，尤其会受
到低成本航司（LCC）的热捧。

随着新机型的不断交付，长远航程
窄体机或许会更多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机
场。

低成本航空扩大市场份额的机遇期

与以商务客为核心的美国三大航、

汉莎、英航以及新加坡航空不同，由于
对商务客源的低依赖度，低成本航司们
所受到的疫情影响和冲击更小。这种特
点即使在目前疫情仍未结束之时，已经
开始显现。

2019 年，以西南航空、捷蓝航空、
精神航空、Allegiant、瑞安航空以及
Wizz 航空为代表的低成本航司，商务
出行的收入创造了 35% 的总营收。更为
典型的 Allegiant 以及 WizzAir，商务
客源占比甚至低至 7%~10%。

而全服务航司中，巴克莱银行预计
这一比例在 50% 左右。美国最大规模
的低成本航司，西南航司成为六大航中
唯一没有在疫情中进行大规模裁员的航
司，其经营状况也远远好于其他竞争对
手。

中国低成本航司的代表春秋航空
的复苏势头也远好于其他中国航司。在
国内全行业仅为去年同期 75% 的 8 月，
春秋国内客运投入 37.7 亿座千米，同比
增长 50.32%，航班上座率也一直保持
在 85% 左右，如今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
的客运水平。低成本航司这样的复苏势
头无疑为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

此外，面对疫情后客运市场可能
出现的萎缩，降低成本成为了航空业生
存的关键低成本航司由于其较低的利润

率，一直对成本高度敏感，其经营模式
更能契合疫情后的市场环境。不久前，
美国一家低成本航司捷蓝航空宣布将在
2021 年开通纽约至伦敦的洲际航线，其
在美西的总部也从长岛转移至国际航线
网络更为发达的洛杉矶。这些变化，都
在显示低成本航司甚至开始布局利润更

为丰富的洲际航线市场。

常旅客计划和机票政策
将更加亲民和灵活

疫情前，常旅客计划以及机票产品
的设计都更加倾向照顾商务客户的出行
高频率和时间灵活性的需求。航司通过
常旅客计划的高级权益和福利，增强高
端商务客对其品牌的忠诚度。

未来，随着商务市场的萎缩，高频
率的商务出行或将大为减少。这无疑会
使原有高端乘客与航司间的良性互动受
到影响。针对休闲游的兴起，航司可能
应该思考将客户服务的资源和重心做出
适当的调整。2020 年 9 月，美国三大
航司陆续宣布全部取消境内航班的改签
及退票费用。这一原来只针对高舱位旅
客的权益集体下放，对整个行业产生了
剧烈的影响。甚至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
航司的改签及退票费或已经成为行业历
史。但除了机票政策的变化后，其他领
域的步伐目前来看还略显太慢。

更多创新产品或将推出
航线网络将更加注重休闲旅游目的地

近段时间，美联航及西南航空的
管理层都在不同场合表示，响应旅游休
闲需求正在成为航司调整航线网络的重

点。这种运力的调整已经开始改变航空
市场的格局。

2020 年 7 月，丹佛机场尽管客运
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65%，但却历史首次
晋升为美国月度客运量最大的机场。其
他如芝加哥、洛杉矶以及亚特兰大等传
统的商务出行重点城市的排名都出现了
不同层次的下降。由于丹佛周边丰富的
户外旅游资源，这一现象正反映出疫情
下旅客结构由商务出行转向个人休闲出
行的变化。不难看出，美国本土各旅游
城市正成为当下航司安排航线的重点。
在中国国内市场，航司根据市场需求变
化，将更多的宽体机投入到海南航线，
这也是航司对疫情下客观需求变化的最
新调整。

在这一领域，除了增加旅游目的地
航班外，加强度假产品上下游产业链的
合作也是航司增强竞争力和未来可能新
的盈利增长点。疫情的后续影响尤其是
部分商务出行市场的永久消失对行业的
生存状况所造成的压力可能比我们所预
计的要更加艰难。原有传统依靠商务客
源的精致高溢价模式或许并不适应疫情
后的航空业。

正如“潮水褪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更加精准的布局和战略调整，小市场也
可以有大作为。相信经历了这次疫情
的航空业也会具有更大的韧性来为新的

“黄金时代”做好准备。

无人机快递
要快更要“稳”

|| 陈曦

近些年，人工智能重要落
地场景之一的智慧物流体系加
速发展，而作为智慧物流体系的
一个重要分支，无人机物流正是
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的
结果。这次疫情中，在物资运
输压力剧增、无接触配送需求爆
发的背景下，无人机展现出的灵
活、便捷、安全、高效等配送价
值令人瞩目。

 
三大关键技术支撑
无人机物流配送

面向高动态、实时、不透
明的任务环境，无人机能够做
到感知周边环境并规避障碍物、
机动灵活并容错飞行 ；按照任务
要求无人机可以自主规划飞行
路径、自主识别目标属性、用自
然语言与人交流。事实上，目前
无人机数据链系统、飞行控制导
航系统（飞控）、自主控制技术
是实现无人机物流配送最关键
的三大技术。据介绍，无人机数
据链是飞行器与地面系统联系
的纽带，负责完成对无人机的遥
控、遥测、跟踪定位和传感器传
输。它是一个多模式的智能通信
系统，能够感知其工作区域的电
磁环境特征，并根据环境特征和
通讯要求，实时动态调整通信系
统工作参数，达到可靠通信的目
的。

自主控制技术也是无人机
关键技术，包括态势感知技术、
规划与协同技术、自主决策技术
等方面。这套系统通过各种信息
获取，设备自主地对任务环境进
行建模，包括对三维环境特征的
提取、态势的评估等，从而实现
路径规划和协同控制。

 
政策、技术双瓶颈
制约商业化步伐

早在 2014 年，谷歌便首次
推出无人机送货服务，2019 年
底谷歌无人机送货服务获得美
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而在
我 国，2019 年 10 月， 中 国 民
用航空局向迅蚁公司所属的杭
州送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颁发
了《无人机物流配送经营许可》，
是国内首张城市物流无人机试
运行“牌照”，随后，京东、顺
丰等研发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
也投入使用。

从技术层面看，无人机物
流配送除了“快”还需要“稳”。
续航问题一直是无人机的痛点
所在，而将无人机运用到物流配
送领域，续航能力更是重中之
重。动力电池的比能量（单位质
量 / 体积的器件可提供的能量）
是一个重要指标，每增加一千克
载重，无人机航时会成倍缩短。
此外，在不同飞行环境下，不同
用途的无人机对传感器的配置
要求也不同。通过加装避障功能
模块，整合迫近传感器与飞控系
统，可以避免无人机坠毁。

在导航方面，目前无人机
载导航系统主要分非自主（GPS
等）和自主（惯性制导）两种，
但分别有易受干扰和误差积累
增大的缺点，多种导航技术（惯
性 + 多传感器 +GPS+ 光电导航
系统），采用滤波器运行方式将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无人机在空中飞行
也需要进行交通管理。比如无人
机送货离不开超视距飞行和在
人群上空飞行，目前国外在立
法上普遍禁止无人机超视距飞
行和在人群上空飞行，除非能够
得到监管机构的豁免。因此，无
人机物流配送法律法规、运营标
准、管理制度等方面尚需进一步
探索。

 
无接触配送或成
未来发展趋势

疫情期间，湖北武汉的快
递企业用无人机把医疗防疫物
资成功地降落在武汉金银潭医
院，说明无人机在交通限行、封
闭管理等情况下进行物流运输
有其优势，而且对于避免交叉感
染也有独特作用。在近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指出，无人配送包括智能快
件箱、无人机、无人车等形式，
将成为邮政快递末端服务的发
展趋势之一。

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商
业化批量中距离运输，采用无人
机配送最为高效。其次，5G 也
可以支撑无人机采集的 4K 高清
视频等数据的实时传输，可使无
人机飞行控制时延大大缩短，满
足了远程操控无人机飞行的性
能需求。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相信无人机业务落地的步伐会
越来越快，新的物流时代也即将
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