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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机场业务的影响及复苏之路

据国际航空运输报道，受疫情影
响，去年全球客运量结束了连续 10
年的增长，世界各地的机场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几乎停运，导致所有地区
的机场运量和收入损失严重。虽然许
多国家从第二季度起开始逐步重新开
放其经济活动等，但许多国家面临着
新一波感染浪潮，一些国家选择重新
实行部分边境封锁。法国、波兰、加
拿大、印度和智利等为了控制第二波、
第三波甚至第四波疫情的传播，不得
不增加或恢复部分封锁措施。

尽管大多数国家已经摆脱了多种
多样的封锁措施，现在正试图通过有
针对性、破坏性较小的限制措施来防
止疫情感染，但大多数国家仍然保留
了部分或全部与国际旅行有关的限制
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机场理
事会（ACI）对客运的影响作出了最
新评估。

新冠疫情对机场造成的影响

与预计基线（2020 年新冠疫情预
测前）相比，2020 年全年因新冠疫情
的影响减少了 10 多亿乘客，占全球
客运量的 64.6%。与 2019 年水平相
比，降幅为 63.3%。欧洲和中东是受
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亚太地区虽
然首先受到冲击，但比其他地区更早、
更快地开始复苏，主要是受中国庞大
的国内市场推动，在 2020 年结束时，
与 预 计 基 线 相 比 下 降 了 61.3%（ 与
2019 年水平相比下降了 59.8%）。然
而，亚太地区的运量损失是所有地区
中最高的，与预计的基线相比，2020
年的客运损失为 21.5 亿人次。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受影响最小，与预计
基线相比下降 61.1%（与 2019 年水
平相比下降 59.8%）。在 2020 年 4 月

“大封锁”之后，国际客运量在 2020

年下半年几乎消失。年末国际客运量
低 于 10 亿 人 次， 较 2019 年 下 降 逾
75%。国内客运量的增长得益于中国、
俄罗斯和美国等主要国内市场的早期
复苏。从全球来看，2020 年国内客运
量略高于 24 亿人次，与 2019 年相比
下降 54.7%。 

据预测，2021 年底新冠疫情危
机的影响将比预计的基线（2021 年新
冠疫情危机前的预测）减少 70 亿乘
客，占全球客运量的 47.5%。与 2019
年水平相比，预计到年底下降幅度将
为 43.6%。与 2020 年第四季度相比，
2021 年第一季度的情况预计不会有什
么改善。

随着疫苗的推广和接种量的增
加，旅客预计将在 2021 年第三季度
和第四季度重新开始计划旅游出行。
与 2020 年类似，预计欧洲和中东仍
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与预
计基线相比分别下降 1% 和 58.9%，
原因是它们高度依赖国际旅行和中
转，而国际旅行和中转的恢复速度比
国内旅行慢。

亚太地区在 2021 年每个季度的
表现都将超过所有其他地区，预计到
2021 年底，运量损失将比预计的基
准线下降 40.3%（比 2019 年水平下
降 35.1%）。在快速复苏的美国国内
市场和强劲的疫苗接种率的共同推动
下，北美对 2021 年的预测将显著改
善，预计到 2021 年底，该地区将比
预计的基线水平低 43.5%（或比 2019
年水平低 39.9%）。

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国际客运量
仍将疲软，但初步迹象表明，随着越
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国际旅行限制
逐步放宽，2021 年下半年航空旅行
需求将大幅飙升。虽然 2021 年国际
客运量仍将落后于国内客运量，但预

计年底国际客运量将超过 16 亿人次，
占 2019 年水平的 4%。国内客运量开
始复苏的速度快于国际客运量。在全
球范围内，2021 年国内运输量将继续
增加，到 2021 年底将达到近 50 亿人
次，相当于 2019 年水平的 65.6%。

新冠疫情对机场收入的影响

实际上，所有航空收入都与运量
相关联，包括涉及与乘客的相关费用
和飞机运营商的飞机相关费用。

随着运量的下降，机场收取这些
费用的能力也相应下降。由于运营支
出几乎没有灵活性，加上资本成本基
本固定，当前的危机对机场业的生存
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20 年 9 月，
据航空运输行动小组（ATAG）评估，
新冠疫情危机将导致减少 4600 万民
航工作岗位（-52.5%），民航支持的
经济活动减少1.8万亿美元（-51.5%）。
每个机场都有独特的非航活动组合，
但根据经验，零售或餐饮优惠等与乘
客有关的活动比例较高，导致商业收
入急剧减少，而对房地产收入和租金
的高度依赖则在危机时期起到缓冲作
用。

在这种情况下，ACI 对机场收入
的预测如下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
机场业预计将在 2020 年创造约 1880
亿美元的收入。新冠疫情危机对机场
收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与预测基
线（新冠疫情之前的收入预测）相比，
2020 年机场收入减少了近 1250 亿美
元，减少了 66.3%。仅 2020 年第二
季度的收入就比预计的基线减少了近
435 亿美元，降幅超过 1%。与客运
量类似，欧洲和中东是受影响最严重
的地区。按绝对值计算，欧洲 2020
年的收入缺口估计为 40 亿欧元。相
对而言，欧洲和中东地区 2020 年的

收入比预计基线减少了 70.5%。
新冠疫情危机对机场收入的影响

在 2021 年仍将受到深刻影响。据估
计，到 2021 年底，全球机场的收入
损失将超过 940 亿美元，与预计基线
相比，机场收入预期减半（-50.0%）。
预计 2021 年的每个季度都将比上一
季度有所改善，从 2021 年第一季度
的 7% 下降到第四季度的 35.2%。按
绝对值计算，欧洲仍将是受影响最
大的地区，预计到 2021 年底，收入
损失将超过 40 亿美元。相对而言，
中东和欧洲受冲击最大，分别下降
58.9% 和 58.1%。亚太地区复苏强劲，
达到预计基线的 59.7%。

复苏之路

随着全球正在推行的新冠疫苗接
种，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复苏迹象。
旅行者和行业利益相关者都渴望恢复
旅行。许多业内专家预测，2021 年下
半年旅游人数将激增。一些人甚至将
这一潜在增长称为“战后般的旅行激
增”。然而，航空业的复苏仍存在许
多不确定性。

ACI 预计 2024 年全球客运量将
恢复至 2019 年的水平，主要受国内
客运量恢复的推动，但目前受国际旅
行恢复较慢的影响（截至 2019 年，
全球国内客运量占总客运量的 58%）。
如果病毒的新变种得到有效控制，预
计 2023 年下半年国内客运量将达到
2019 年的水平。然而，在国家市场层
面，拥有大量国内运量的市场预计将
在 2023 年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
平，而拥有大量国际运量份额的市场
在 2024 年甚至 2025 年之前不太可能
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欧洲公务航空协会敦促
为航空旅行做好准备

近 日， 欧 洲 公 务 航 空 协 会
（EBAA）敦促欧盟机构和成员国、
瑞士、英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
统一的规则，以便安全地重新开放
疫情后的航空旅行。

为了促进这一进程，EBAA 还
提出可确保公务航空安全、及时恢

复运营的指导方针。指导方针包括
协调旅行限制，快速新冠病毒检测，
不将疫苗接种作为旅行条件，取消
对公务航空机组人员的限制，以及
考虑优先为那些执行医疗和紧急飞
行的人员接种疫苗。 （彩林）

苏伊士运河大堵塞会给航空货运带来机会吗?
据民航资源网报道，世界最大船级

社——英国劳氏船级社估算，苏伊士运河
“堵船”后，给世界贸易造成的损失达到
每小时 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6.18 亿元。
有分析机构指出，此次事件还将使本就
紧张的全球物流雪上加霜，预期全球航
运运费将进一步上升并创造新纪录。

苏伊士运河是位于欧亚非三洲交接
地带的要冲，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
数据，2020 年通过该运河的船舶接近 1.9
万艘，平均每天约 50 艘。随着堵船事件
持续发酵，世界贸易也逐渐开始受到影
响。

据报道，苏伊士运河是世界上最繁
忙的贸易路线之一，约有 12% 的全球贸
易量经过此地，包括全球贸易中 5%~10%
的液化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等能源商
品，其他还包括服装、家具、汽车零部
件等大宗消费品。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奥萨马·拉
比耶透露，3 月 31 日，有 81 艘船双向通航，
顺利通过运河。他表示，运营方将日夜
工作，以应对因堵塞带来的连锁积压问
题。另一方面，搁浅的货轮正在接受检查，
针对搁浅事故的调查也已经正式开始。

具体而言，全球约有 25% 的集装箱
运输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当前集装
箱分布失衡，亚洲地区集装箱紧缺，如
果返程受到持续性影响，集装箱缺箱问题
也将进一步恶化，集运价格将快速增长。

那么，苏伊士运河的堵塞是否可以
为航空货运填补缺口创造机会呢 ?

中欧班列预定量出现明显的增长

苏伊士运河因为长荣海运“长赐”
号超大型集装箱班轮的意外触底搁浅，双
向通行已经中断长达数十个小时。受此
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在途的海运货物，以
及等待这些物资进行生产或者贸易的下
游环节。

这些已经抵达运河两段入口附近的
巨轮和其上的物资，现在并不能准确判
断通航回复的确切时间。除了绕道南非
好望角，高性价比的中欧班列也有望成
为欧洲企业的重要备选方案。有消息显
示近日中欧班列的查询和预定量出现了
明显的增长。在稳定性、时间成本等方面，
跨境铁路运输具有优势，尤其是在海运
费大幅上涨、国际航空运输频率下降的
背景下，相信中欧班列今后将被更多企

业接纳。

航空货运价格预计将短期上涨

根据摩根大通的一项分析，随着苏
伊士运河继续关闭，航空货运价格预计将
上涨。航空货运可以暂时接管关键货物
和高需求货物的运输，也可以在更短的
时间内交货。欧洲至亚洲的海运时间需
要一个多月时间，12~15 小时的航空货
运可以抵消苏伊士运河阻塞带来的延误。

为航空、轮船和卡车运输提供货运经
纪服务的 Apex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企业业务发展副总裁 Michael Piza 说，

“即使货轮很快脱浅，但是运河的堵塞还
是会让本已紧张到极致的全球供应链进
一步吃紧。现在，全球对航空货运的需
求有望进一步激增。”

不会为航空货运带来显著的导流效应

不过，尽管航空货运量和货运价格
可能会因这次堵塞危机而小幅上升，但
从长远来看，海上货运仍是赢家。此次
事件引发的任何空运需求或价格的上涨
都将是短暂的。事实证明，对于全球运
输需求来说，航空货运还是相对昂贵。

再者，海运和空运运输的货物类型
几乎完全不同，前者是大宗货物，比如
对运输时间要求不高的粮食、原油、矿
石和大宗消费品。而后者是高附加值高
时效的产品，比如电子产品、生鲜。

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亚洲区交运
旅游物流行业以及航空航天与防务行业
总负责人于占福初步判断，尽管航空货运
价格可能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上涨，但
这一变化将是暂时的。与疫情造成的变
化不同，海运仍然是长途货物运输的主
要方式，而且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
如此。

俄将在莫斯科航展
推出超导混合动力飞机发动机

日前，俄罗斯副总理尤里·鲍
里索夫表示，俄罗斯将在 2021
年莫斯科航展上推出超导混合动
力飞机发动机。

位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查普
利金的一家研究所今年 1 月宣布，
根据超导磁体系统原理开发出全
球首台混合动力飞机发动机，目
前这款发动机已经完成地面测试。

该研究所 2 月 5 日透露，正
在雅克 -40 支线飞机的基础上开
发配有超导混合动力发动机的试
验性飞机，预计将在 2030 年开
始试飞。空客公司与西门子公司
都表现出与该研究所展开合作的
意向。

该研究所还计划两年内研制

出不需任何燃料的超导全电力飞
机发动机，并且在此期间再研制

出一架配备这种发动机的试验性
飞机。 （曹耀国）

2020年日本航空工业总产值大幅下降
受疫情影响，日本 2020 年航空工业总产值

（制造和维修）为 14716 亿日元（约 882 亿元人
民币），相比 2019 年降低了 20.8%。

2019 年，由于波音 787 飞机项目增产的牵
引，日本航空工业总产值扩大到 18569 亿日元
约（1113 亿元人民币）。2020 年又回到了 2013
年 的 13657 亿 日 元（ 约 819 亿 元 人 民 币 ） 与
2014 年的 15891 亿日元（约 952 亿人民币）之
间的水平。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日本航空
工业产值中，民机部分减少 26.4%，为 9698 亿
400 万日元（约 581 亿元人民币），军机部分减
少 6.9%， 为 5017 亿 9800 万 日 元（ 约 301 亿
元人民币）。 （孙友师）

本报讯 （记者  任旼）   3 月 26
日，德事隆航空举办了赛斯纳 408
空中快车线上发布会，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赛斯纳 408 空中快车预
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 FAA 认证，
不久将进行首批飞机交付。 

发布会围绕中国短途通勤与货
运市场分析、新机型的研发和试飞、
产品讲解、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展开，
详细介绍了赛斯纳 408 空中快车这
款机型。

赛斯纳 408 空中快车由德事隆
集团旗下德事隆航空设计制造，可
用于航空货运、通航短途运输以及
特殊任务（跳伞、医疗、航拍、救援、
海事）运营。德事隆航空中国战略
与销售副总裁史建元表示 :“德事隆
航空始终致力于追求新的进步和创
新，确保客户能够充分利用飞机的
性能和可靠性。”

史建元指出，在中国国内短途
通勤航线大幅增加、通航作业类型

结构有所改变、航空货邮运增长加
快等因素的背景下，“十四五”期间
中国民航局将进一步重视支线航空
发展，通过构建“干支通，全网联”
的航空运输网络，拓展网络覆盖。
可以看到，中国缺乏小型支线货运
航空公司来满足三四线城市消费者
的需要。虽然中国短途通勤市场已
初现成效，但有 60% 以上航线可以
用 19 座机去升级 9 座机市场。同时，
中国支线航空潜力还很大，可以用
19 座级飞机去填补和再细分小支线
市场，连接小机场，并且可以延伸
至高铁末端市场。

据介绍，赛斯纳 408 空中快车
有两种构型，包括拥有 2722 千克
商载的货运构型和可容纳 19 名乘客
的客运构型，发动机为普惠 PT6A-
65SC。该机配备了佳明 G1000 NXi
航电系统，最大巡航速度为 370 千
米 / 时，最大航程为 1667 千米。

赛斯纳408空中快车预计
下半年将完成FAA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