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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一季度完成旅客运输量1.02亿人次
4 月 16 日，民航局召开 4 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 3 月及今年一季度
民航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吴
世杰表示，第一季度，共完成运输总周
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分别
为 203 亿吨千米、1.02 亿人次、178.2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2.8%、37.5% 和
28.7%，分别为 2019 年同期的 65.6%、
63.4% 和 106.2%。第一季度，共保障
各类飞行 105.2 万班，日均 1.2 万班，
与 2020 年同期相比增加 23.7%，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减少 27.6%。全国航
班正常率为 91.2%。

截至 3 月底，全国运输航空持续
安全飞行 127 个月、9171 万小时，安
全运送旅客 47.2 亿人次。安全运行方
面，3 月份，全行业完成运输航空飞
行 96.3 万小时，同比增长 130.7% ；
通用航空飞行 10.3 万小时，同比增长
212.4%。未发生运输航空事故，行业
安全生产继续保持总体平稳态势。生
产运行方面，3 月份，共完成运输总周
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分别
为 89.2 亿吨千米、4782 万人次、65.5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8.5%、215.7%

和 35.4%。运行保障方面，3 月份，共
保障各类飞行 43.8 万班，日均 1.4 万
班，日均同比增长 116%，环比增长
48.3%。全国航班正常率为 86.8%，保

持在较高水平。
据介绍，与疫情前相比，运输总周

转量相当于 2019 年同期的 83.7%，恢
复势头良好 ；旅客运输量相当于 2019

年同期的 89.4%，其中国内航线完成旅
客运输量 4768.3 万人次，已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货邮运输量较 2019 年同
期增长 3.7%，其中全货机完成货邮运

输量 26.4 万吨，同比增长 4.6%。
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包毅介

绍，今年第一季度，航空公司亏损程
度较上年同期有所收窄 ；累计营业收
入 878.8 亿元，同比减少 1.1%，累计
亏损 300.5 亿元，同比减亏 45.8 亿元。
总体来说，行业恢复势头持续向好，但
国内个别地区散发病例给地区航空出
行需求造成一些波动。同时，全球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防输入压力不减，
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依旧保持低位。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各项筹备保障工作都在紧张有序进行。
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商可佳表示 ：“冬
奥抵离信息系统已于 3 月 1 日正式上
线，该系统实现了赛会相关人员、航
班、行李等信息的整合发布，以信息化、
数字化赋能抵离保障服务。我们组织
实施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冬奥村
值机柜台前移项目，赛会期间可直接
在冬奥村为各国代表团办理乘机手续
和行李托运手续。”

去年以来，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相
继推出“随心飞”类机票套餐服务，
而部分产品则出现“兑换难”等问题。
商可佳回应，近期，旅客出行需求快

速提升，尤其是小长假期间出现了
200%~300% 的爆发式增长，再加上
个别地区疫情散发、航班调减，随即
产生了高峰时段和热门航线可兑换的
座位少、条件多、难度大的问题。对此，
民航局高度重视，要求相关航空公司
要明确和优化产品使用规则、加强信
息告知、完善后续消费者服务保障等
措施。目前，多家公司已结合市场情况，
推出升级版产品，增加了规则的合理
性和“透明度”。下一步，民航局将在
支持航空公司创新服务的同时，加强
监管力度，保护旅客合法权益，实实
在在地增加广大航空消费者的获得感。

“五一”小长假将至，据悉，今年
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明显高于清明
假期，也有望高于 2019 年“五一”假
期水平，其中，中远程出行旅客增幅
相对较大。为满足旅客国内出行需求，
民航局积极引导和鼓励航空公司将闲
置的国际航线航班时刻和保障资源转
移到国内，并在 3 月底夏秋航季换季
时新增了 322 条国内航线，安排各航
空公司执行“五一”假期国内加班近
2000 班，满足假日市场需求。�（赵丹）

俄预计2030年前
需700架新机和250架直升机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近日透
露，对俄罗斯运营商开展的最新调查
数据显示，到 2030 年，俄罗斯航空
公司将需要 700 多架新机和大约 250
架直升机。

截至今年 1 月 1 日，俄罗斯商
用飞机机队总数接近 1000 架。尽管
俄罗斯飞机工业一直生产更多本土设
计的机型，但自 2017 年以来，俄罗

斯航空公司运营的西方制造飞机数量
已增长 25%，从 582 架增至 745 架。
大部分国外制造的飞机属于干线客
机，占 82% ；国外制造的支线飞机占
41%，呈逐年增加趋势。而俄罗斯本
土制飞机在客机机队中所占份额仅为
25%。

俄罗斯客机机队（包括国外制造
和俄罗斯本土制造客机）的平均机龄

为 16.8 年，总体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1.4 年）。机龄最小的飞机要属超过
60 座的大型涡桨飞机，平均机龄为
11.3 年，以及超过 120 座的窄体飞
机，平均机龄为 11.4 年。例如，包
括俄罗斯和国外飞机在内，Aeroflot
公司机队平均机龄约为 5 年，而一些
运营其苏联时代安东诺夫公司生产的
安 -24 和安 -26 涡桨飞机运营商机
队的平均机龄则超过 35~40 年。

在俄罗斯航空公司运营的 997 架
飞机中，725 架注册地为百慕大和爱
尔兰，占机队的 70% 以上。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建议恢复
对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补贴，以降低其
固定成本，增加航空公司人员薪酬。
在 2021 年 1~4 月期间，俄罗斯政府
计划拨款 1.08 亿美元（82 亿卢布），
用于支持俄罗斯航空公司。

此外，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还
建议延长该行业延期或分期支付税款
和保险费的期限。这将有助于平衡税
负，有助于民航企业经济复苏。

（彩林）

2020年民用飞机交付融资总额同比下降40%

波音预测飞机融资流动性充足
近日，波音公司预测，随着航空

业从全球疫情中复苏和疫苗接种继续
加速，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资本将持续
流入飞机融资领域。

波音金融公司总裁蒂姆·迈尔斯
表示 ：“融资方和投资人了解行业的
韧性，以及让飞机成为高价值资产的
长期基本面。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球航空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
是总体上对客户而言，市场上一直存
在流动性，预期这将随着旅行恢复进
一步得到改善。”

2021 年《当前飞机融资市场展
望》（CAFMO）是 2019 年以来的首
次发布，体现了波音关于市场动态的
近期观点，并评估了新民用飞机交付
的融资来源。介于当前的疫情影响，
2021 年 CAFMO 未包括例行的一年
期和五年期行业融资量预测。

迈尔斯补充说 ：“取决于全球疫
情的区域趋势，行业基本面在不同的
市场中继续表现出不同的强度。我们
预计随着行业的复苏，资金将在成熟
参与者和寻求机遇的新参与者的推动
下继续流入飞机融资领域。”

2021 年 CAFMO 提 到， 截 至
2020 年底，飞机融资市场存在充足
的流动性来支持飞机交付，但在银行
贷款和税惠融资方面承受压力。

报告指出，全行业民用飞机交付
融资总额为 590 亿美元，与 2019 年
相比下降了 40%。2020 年波音产品
交付的三大融资来源是现金、银行贷
款和资本市场，全部波音交付由第三
方融资支持。飞机租赁公司进行了大
量的售后回租交易，全行业租赁机队
的比例上升到 46%。2020 年，航空
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发行规模比 2019

年高出 70%。
在疫情暴发初期，商业银行对航

空业所需的流动性资金给予了支持，
但长期银行贷款成为 2020 年最稀缺
的交付融资形式之一。在部分融资机
构暂停新增授信、行业信用利差水平
有所增加之时，机构投资者和基金继
续在其资本配置中寻求航空敞口。出
口信贷资金的比重依然较小，但是疫
情期间重要的资金来源。信用增强型
融资作为一种补充的融资来源取得了
进一步发展，在波音飞机的交付融资
来源中约占 4%。

另据针对民用飞机和服务市场的
波音 2020 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
预测，未来 20 年的年均客运量增长
为 4%。当前规模为 25900 架的全
球民用机队预计将在 2039 年增长到
48400 架。� （任文）

海南首条第七航权航线将开通

柬埔寨吴哥航空拟建海口基地
民航资源网消息，4 月 13 日，

柬埔寨吴哥航空与海口市交通港航局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将运营“第七航
权”航班。

当天，海南自贸港 2021 年（第
二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举行，
共签约 106 个项目，协议投资额约

657.2 亿元人民币。此次签约项目数
创 2018 年 4 月 13 日以来新高，共
有 22 个外资项目，84 个内资项目，
涵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共有 41 个项目入驻海南自贸
港重点园区。

柬埔寨吴哥航空计划在疫情结束

后，开辟海口至东北亚、俄罗斯远东
地区和东盟主要商旅城市的“第七航
权”航班。

柬埔寨吴哥航空公司董事及中国
区总裁湛大卫表示，公司计划用 5 年
左右的时间投资近 5 亿美元，在海口
投放约 10 架飞机，建立海口基地并

探讨成立中柬合资航空公司。湛大卫
指出，“试点‘第七航权’展现海南
自贸港的开放姿态。航线开辟利于将
柬埔寨的欧美游客导入海南。”

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明确支持在海南试点开

放第七航权，允许相关国家和地区航
空公司承载经海南至第三国（地区）
的客货业务。

随后，民航局配套出台《海南
自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实施方
案》。方案指出，中国民航局在现有
航权安排之外，鼓励并支持指定的外
国空运企业在海南省具有国际航空运
输口岸的地点经营第三、四、五航权
以及试点经营第七航权的定期国际客
运 / 或货运航班，第七航权航班每条
航线客、货总班次最高每周分别为
7 班。海南省已开放的第三、四、五
航权航班无班次限制。这是我国民航
首次同时试点开放客运和货运第七航
权，标志着海南成为我国大陆地区首
个开放客运第七航权的省份。

2021 年 1 月，海口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发布的 2020 年工作总
结中指出，推动修订印发《海口市鼓
励民航业发展财政补贴实施办法》，
更加科学推动航空旅游市场开发，积
极推动“第七航权”开放试点，进一
步对接柬埔寨吴哥航空、泰国越捷航
空等多家外国航空公司来函商洽在海
口开通第七航权国际航线事宜。

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再次呼吁安装驾驶舱摄像机
美 国 国 家 运 输 安 全 委 员

会（NTSB） 在 4 月 6 日 发 布 的
《2021-2022 年运输安全改进清
单》中再次提出，建议美国联邦航
空管理局（FAA）下发要求，在
新型和在役的商用飞机上配备“防
撞驾驶舱图像记录系统”。

现有规定要求客机需配装飞行
数据和舱音记录仪，但没有强制要
求安装视频或图像采集设备。10
多年来，NTSB 一直敦促 FAA 下
发强制令，要求运营商在飞机上安
装摄像机。

NTSB 指出，摄像机视频信息
有助于确定最近在德克萨斯、印度
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坠机
事件中机组人员的操作。在 2019
年，阿特拉斯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67-300 货机在休斯敦附近坠毁，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
MAX 货机同年也发生坠毁。印
尼航空公司发生的坠机事件包括
2018 年狮航波音 737�MAX 客机
坠毁和今年 1 月发生的斯里维贾亚
航空波音 737-500 客机失事。

NTSB 的建议还包括呼吁监管

机构要求涡轮动力直升机配备能够
收集音频和图像的飞行记录仪。此
外，FAA 应强制要求所有运营商
的商用客机配装安全管理系统。从
2015 年起，FAA 就要求航空公司
安装安全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一些飞行员工会
一直反对安装驾驶舱摄像机，其
中包括国际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
（ALPA）。尽管 ALPA 没有立即发
表评论，但该工会此前认为驾驶舱
录像机侵犯隐私。FAA 表示，驾
驶舱视频图像摄像机引发了严重的

隐私和安全问题，迄今为止，这
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ALPA
表示，图像和视频提供了“不精
确”的信息，并坚称调查人员已掌
握确定事故原因所需的工具 ；虽然
FAA 鼓励自愿使用这些设备，但
在隐私和安全问题得到更彻底地解
决之前，强制下令使用图像记录系
统并不合适。

FAA 还参与定义其他类型图
像记录仪，这些设备可以采集驾驶
舱显示器的图像，或者显示按钮、
旋钮和开关的位置和选择。�（彩林）

全球新航线激增
今年以来，全球便开通了千余条新

航线，达到多年来的高峰。专家认为，
此为国际旅游限制下，航空业探寻新市
场需求所致。

近期许多航空公司都开始在航线
网络上做试验，探索新的航线商机。据
OAG 的数据显示，仅 2021 年初至今，
全球航空公司便开通了 1400 多条从未开
过或已 10 年未飞的新航线，达到多年来
的新高峰。其中，今年新航线开通最多
的是涵盖 360 条新国际航线的欧洲，而
当中有过半数（244 条）由低成本航空执
飞。比如，维兹航空今年便开通了 74 条
新航线。欧洲之外，新航线主要以美国
和中国的巨大本土市场为主。如中国今
年就新开了 210 条本土航线，美国则新
开了 235 条。

据韩国国土交通部航空门户网站近
日数据，今年 3 月韩国内航空公司投入
运行的国内航班共计 1.7166 万架次，旅
客输送量为 260.8 万人，双双环比增加，
甚至超过新冠疫情暴发前的前年同期
（1.6042 万架次，257.3 万人）水平。

Ailevon�Pacific 航空咨询公司全球
市场总监 Matthew�Findlay 表示，不
久前有航空业高层指出，许多过去未曾
引起航空业注意的小型航线市场近期需
求越来越旺盛。在各国人民出游目的地
有限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即便处于财政
紧张的情况，也勇于探索新的市场潜力。
Matthew�Findlay 认为，只要国际旅游
限制仍存在，航空公司往新方向开拓的
趋势便会持续发展。

OAG 资深分析师 John�Grant 指出，
过往新航线一般都是两地间一次开通一
周 7 班，但近期开通的新航线多数都仅
有一周 2~3 班。这也预示着市场在未来
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将会非常分散。
当前开通的新航线部分会刺激市场需求
并长久运营，但也有很多会因损失过大
而取消，或者是改利用枢纽来满足两地
间的旅游市场需求。他表示，枢纽机场
在市场复苏的过程中，仍将扮演重要角
色。� （钟韵）

德宇航中心研究
超声速飞机对环境的影响

由于目前全球多家制造
商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推出商
用超声速飞机，德国宇航中心
（DLR）日前表示，将与国际
伙伴合作共同研究这些飞机的
噪声排放和对气候的影响。

研究人员将在计算机上
对两类不同的超声速飞机进行

分析 ：可容纳约 10 名乘客的
公务机和可容纳多达 100 名
乘客的客机。目前最快的公务
机飞行速度约为 0.9 马赫，未
来可以达到 1.4~1.6 马赫 ；而
超声速客机的飞行速度将达到
1.8~2.2 马赫，是目前客机的两
倍以上。� （杨佳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