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民航资源网报道，5 月 1 日 ~5
日全民航预计运输旅客 866 万人次，
比 2020 年同期大幅增长 173.9%，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0.8% ；平均客座率
80.7%，比 2020 年同期提高 14.6 个
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3.0 个百
分点 ；全国预计共保障航班 74229 班，
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84.21%，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7.70%。

从具体情况看，由于国内疫情成
效显著，广大旅客出行需求得到集中
释放，民航运输量大幅高于去年，与
2019 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具体机场看，
广州、北京、成都、深圳、上海、重庆、
西安、昆明和杭州出港旅客量位居全
国前列，北京大兴、拉萨、深圳、宁
波、敦煌、武夷山、三亚、北海、黄山、
上海虹桥、北京首都、杭州、郑州等
主要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机场平均出
港客座率居全国前列。

“五一”国内旅游出游 2.3 亿人次 
恢复至疫前 103.2%

2021 年“五一”假期，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 2.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19.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
的 103.2%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132.3
亿元，同比增长 138.1%，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77.0%。

来自携程方面数据显示，携程
“五一”黄金周总订单量同比增长约
270%，对比 2019 年同期增幅超过
30%。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成都、西安、南京、重庆、武汉、长
沙入围“五一”黄金周十大热门旅游
城市。

消费者跨省出游意愿强烈，携程
机票单日订单量对比 2019 年同期最高
增幅约28%。上海—北京、北京—上海、
成都—北京、北京—成都、广州—上海、
上海—广州、广州—北京、北京—广
州、深圳—上海、上海—深圳为“五一”
黄金周十大热门航线。对比 2019 年和
2021 年订单量 100 强城市来看，荆州、
连云港、汕头、湖州、大同、洛阳、淮安、
张家界、济宁、日照入围今年“五一”
黄金周增速最快的目的地城市。

今年“五一”假期，民航计划执
行航班总量和航班座位数，与 2019 年
同期相比，分别增加 10.62% 和 3.07%。
这意味着，国内航班客流超过了疫情
前水平，我国民航已经实现了全面复
苏。

针对热门航线，各家航空公司在
节前就开始加密航线，加大宽体机投
入，而整个假期全国民航加班班机达
到 2000 班，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机场“五一”期间客流量
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机场方面，“五一”期间，国内
千万级机场同比 2020 年出港航班量均
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广州白云实际出
港航班量排在首位。相比2019年同期，
13 家千万级机场出港航班量超过疫情
前同期水平。分别是三亚凤凰、沈阳
桃仙、济南遥墙、哈尔滨太平、兰州
中川、重庆江北、海口美兰、武汉天河、
长沙黄花、成都双流、南京禄口、西
安咸阳、贵阳龙洞堡。其中三亚凤凰
机场相比 2019 年同期提升最多，出港
航班量提升 17.02%。

“五一”期间，国内内航线实际执
行客运航班量 6.78 万架次，相比 2020
年与 2019 年同期，分别提升 104.78%
和 15.10%。国内—国际航线实际执行
客运航班量 612 架次，相比 2020 年
与 2019 年同期，分别下降 41.38% 和
94.35%。国内日均实际执行客运航班
量 1.35 万架次。5 月 5 日，国内机场
出港航班量达到最高值，为 1.43 万架
次。准点率上，今年雷雨季提前，假
期间多地机场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
国内机场航班出港准点率不到 70%。

在整个“五一”期间，北京首
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两机场预计共
运送旅客 145.6 万人次，保障航班近
10000 架次。据悉，今年“五一”小
长假期间，首都机场共保障航班 5308
架次，运送旅客 75.35 万人次，分别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125.2% 和 332.21%。
数据显示，首都机场 5 月 1 日即出现
客流高峰，当天运送旅客 16.85 万人次，
5 月 5 日迎来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当天
运送旅客 17.13 万人次。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
1835 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33 万人
次， 同 比 2020 年 分 别 增 长 69.4%、
148.7% ；同 比 2019 年 分 别 增 长
19.6%、32.2%。其中，运输高峰出现
在 5 月 1 日 ：当日旅客吞吐量 6.9 万人
次，刷新历年“五一小长假”单日旅客
流量纪录；当日客运航班起降361架次，
宽体机占比达 33.24%，创下三亚机场
通航以来宽体机单日占比的历史新高。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共保障航
班起降 7475 架次，旅客吞吐量 87 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 6495.6 吨，同比
分别增长 80%、103.1%、35.9%。其
中，昆明机场保障航班起降 4558 架
次，旅客吞吐量 56.6 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5772.4 吨，同比分别增长 72.7%、
89.6%、59%。�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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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六大上市航司：春秋航空恢复最快一季度六大上市航司：春秋航空恢复最快
	| 丁一璠

目前我国民航国内市场强势复
苏，截至今年 3 月，我国民航总体
旅客运输量已相当于接近 2019 年同
期 90% 水平，国内航线运输量已超
过 2019 年同期水平。但与此同时，
由于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防
输入压力不减，我国国际航线旅客
运输量依旧保持低位。另外目前由
于行业整体亏损额仍然较大，民航
企业依旧面临较大经营压力。

近日，国航、东航、南航、海
航、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 6 家上
市航司相继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运营
和财报数据。以下从各航司的旅客
运输量、运力投放情况、旅客周转量、
客座率及财报盈利情况等维度做对
比 ：

从 各 家 航 司 的 旅 客 运 输 量
来看，1~3 月旅客呈现“先低后
高，春节后开始强劲反弹”的特
点，其中 2 月最低，3 月最高。据
统计，第一季度春秋航空累计旅客
恢复最快，已到达 2019 年约 9 成
水平。第一季度各航司旅客运输量
和依次为南航（2233.15 万人次，
+32.56%）、国航（1554.75 万人次，
+13.4%）、东航（1371.76 万人次，
+28.56%）、海航（1019.34 万人次，

+62.46%）、春秋航空（467.43 万人
次，+49.16%）、吉祥航空（441.91
万人次，+62.23%）。进入 3 月，随
着全国疫情防控良好，商旅市场的进
一步恢复，各航司同比和环比均同
比增长。从绝对值来看，3 月份六大
航司中南航旅客排在首位为 1120.46
万人次，其次为东航 860.95 万人次，
国航为 760.37 万人，海航为 436.96
万人次。另外 3 月份春秋航空和吉
祥航空旅客人数已率先超过 2019 年
同期水平，分别为（203.17 万人次，
同比 2019 年 3 月增长 15%）、（189.1
万人次，同比 19 年 3 月增长 7.8%）。

整体运力投放方面，第一季度
春秋航空修复最快，已基本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其次为吉祥航空，
已恢复至19年同期 9成水平。国航、
东航、南航、海航累计运力投放恢复

在 2019 年同期 5~6 成水平上下。其
中 3 月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运力投
放均超过 2019 年同期，三大航总体
运力投放（ASK）南航相对表现较好，
ASK 降幅为 15.8%，国航因国际线
航线占比较高，ASK 降幅相对最高
为 32.6%，东航降幅为 24.2%，海航
降幅为 43%。

在总体旅客周转量（RPK）方面，
1~3 月累计国航、东航、南航、海
航恢复到了 2019 年同期 50% 左右

的水平，春秋、吉祥航空恢复约在
80% 左右的水平。3 月依旧是春秋
航空整体旅客周转量恢复最快，已
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增幅为5.3%，
其次为吉祥航空 3 月整体 RPK 基本
与去年同期持平。3 月三大航整体
RPK 相比 2019 年同期降幅在 30%
左右，其中南航相对表现较好，降幅
约为 24.1%，国航降幅为 39.5%、东
航降幅为 33.2%、海航降幅为 45%。

1~3 月 6 家航司的整体客座率
在持续增长，特别是 3 月平均客座
率均有较大提升，但国际客运率仍
不理想。从 1~3 月累计整体客座率
来看，各航司与 2019 年同期比降幅
仍在 11.9%~16.7% 之间。另外从各
航司 1~3 月国际航线客运率来看，
均不超55%。具体而言，仅春秋航空、
吉祥航空国际航线客座率在 50% 上

下，国内四大航司国际航线客座率
仅有 35%~45%。此外进入 3 月国
内三大航客座率水平均从 2 月不足
65% 回升至 3 月份的 75%。但从绝
对值来看仍是春秋航空最高，平均
客座率为 86.9%，吉祥航空次之为
81.1%。和 2019 年同期相比，3 月
份海航客座率为 80.07% 相对恢复最
快，和 2019 年同期比仅有约 3% 差
距，国内三大航仍有约 10% 以内差
距，春秋和吉祥航仍有约 5% 以内的

差距。
从各航司发布的第一季度（以

下简称 Q1）财报表现来看，由于
受春节期间疫情复苏拖累春运旺季，
疫苗接种比例不高导致国内航空需
求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6 家航司均
未实现单季度盈利，疫情仍是主要
共因。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
各航司呈现出的财报数据仍不理想，
但随着 3 月开始各生产经营数据均
快速实现全面恢复，为下半年减亏
甚至全年盈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具体来看，在综合业绩方面，
Q1 三大航营收共计 492.29 亿元，
同比减少 8.58%。其中三大航里南航
的营业收入最高达到 212.53 亿，国
航紧随其后，Q1 营收为 145.81 亿
元，东航 Q1 营收为 133.95 亿元。
此外 Q1 部分上市航司营收同比有所
增长，其中南航 Q1 营收同比增长
0.53%，海航 Q1 营收 77.33 亿元，
同比增长 12.26%，吉祥航空 Q1 营
收为 24.57 亿元，同比增长 3.24%。

今年第一季度三大航累计亏损
约为 140.19 亿元，同比基本与去年
同期持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
在亏损，但东航、南航、海航、吉
祥等 4 家航司均亏损同比缩窄。其
中海航由于受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企
业全面推进复产复工等多重利好影
响下，在 6 家航司中营收增幅最高、
同比减亏最多。海航在第一季度营收
同比增长超过 12%，净亏损金额约
为 26 亿元，同比增长 58.7%，而去
年同期亏损金额为 62.95 亿元。此外
南航 Q1 净亏损 40.06 亿元，同比增
加 23.87%，吉祥航空第一季度净亏
损额为 2.78 亿元，同比增长 43.4%。
东航净亏损额约为 38.05 亿元，同比
减亏了 1.28 亿元。

与此同时，由于国泰航空亏损
导致拖累了国航总体业绩，国航 Q1
净亏损为 62.08 亿元，另外春秋航空
由于从 2021 年执行新会计准则改变
致使利息费用同比大增 0.85 亿元等
不利因素影响，导致第一季度净亏
损为 2.85 亿元。

欧委会建议对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放宽入境旅行限制
欧盟委员会5月3日发表声明说，

考虑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进展和疫情
发展形势，欧委会提议，对已完成新
冠疫苗接种的人员或来自疫情形势良
好国家的公民，欧盟成员国可以放宽
入境旅行限制。

欧委会建议成员国放宽对外部国
家的居民的旅行限制，允许进行“非
必要旅行”的人入境，这既包括那些
疫情形势比较好的国家的居民，也包
括那些疫情不佳国家已经接种疫苗的
居民。注射的疫苗必须是欧盟认可的
疫苗，也就是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
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前三种疫
苗必须打完两剂，强生疫苗只打一剂
即可。旅行者必须在进入欧盟国家前

至少 14 天接种完疫苗。
声明说，除了允许来自疫情形势

良好国家的公民以“非必要原因”进
入欧盟，也可允许所有至少在抵达前
14 天内接种了欧盟批准的疫苗的人
员进入欧盟，已接种世界卫生组织紧
急使用清单上疫苗的人员也可在允许
之列。

欧委会还呼吁对变异新冠病毒
“继续保持警惕”，并建议采取一种能
在欧盟层面上进行协调的新“紧急刹
车”机制，旨在降低变异病毒输入欧
盟的风险。在该机制下，欧盟成员国
能迅速采取行动，并在采取疫情防控
措施的时间内“最低限度”地对受影
响的国家实施临时旅行限制。

欧委会此前通过一项立法提案，
计划在欧盟内推出新冠“数字绿色证
书”，以逐步解除疫情防控措施、恢
复民众在欧盟各国的自由流动。

欧委会表示，一旦“数字绿色证
书”投入使用，旅行将更加便利，出
行者可以凭该证书证明自己的接种状
况。不接种疫苗的儿童只要出示抵达
前 72 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报告，
也可以与完成疫苗接种的父母一起旅
行。

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道，欧
盟可能将于夏季对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的美国游客开放入境。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接受采访时说，只要美国
游客所接种的疫苗是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批准的疫苗，该联盟 27 个
成员国将无条件批准他们入境。

冯德莱恩说 ：“据我所知，美国
人使用的是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
苗，这意味着他们将可以在欧盟境内
自由移动和旅游。”

她没有说明欧盟将在何时向美国
开放边境。为遏制疫情，欧盟已禁止
非关键旅行超过一年。

据此前报道，4 月 13 日，欧洲
联盟高级官员透露说，为方便欧盟国
家民众在健康安全基础上外出，欧盟
计划在 27 个成员国境内推广“新冠
通行证”，希望这一证书今年夏季便
可在机场等地方派上用场。

� （袁原　陈文仙　郝晓丽）

英国启动“更智能测试”项目
据外媒报道，英国启动了名为

“Smarter�Testing”（更智能测试）的
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人员将更紧密
地结合虚拟和物理测试，探索如何利
用新的检测技术来预测产品性能并识
别早期故障，为航空航天结构件开发
更有效的测试和认证程序，逐步缩短
开发周期和成本。

更智能测试研究项目由航空航天
技术研究所资助，整个项目为期 3 年，
总额将达 1500 万英镑（2100 万美元），
项目成员还包括国家物理实验室、空
客运营公司、CFMS�Services 公司、
英国 GOM 公司、英国达索系统公司
和利物浦大学。

空客公司研发业务开发主管 Steve�
Raynes 表示，这个项目带来了巨大
的机遇。这将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改变飞机制造领域面临的极其昂贵且
耗时的局面。简单地说，研究人员正
在通过一些航空航天测试和认证过程
以期实现数字化。目前，已在大型物

理测试台架上完成了很多工作，结果
表明，用数字表示代替一些物理测试
可以帮助节省时间，降低成本。

向工业数字化制造业转型将使制
造业中使用的数据量发生阶段性变化，
随着对数据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
数据的信任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英
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表示，将创造和采
用数字化产品开发供应链中创新和竞
争所需的技术和技能，通过使用其测
试实验室和应用先进的数据科学技术，
数字化将在开发专业知识和制定标准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研究人员可以放
心使用这些数据。

利物浦大学表示，将可在实验室
条件下演示的技术用于飞机子部件的
结构测试。同时，借鉴 DIMES 项目集
成测量系统开发成果，能够基于一系
列传感器系统执行“在线”检测并监
测损伤情况。� （彩林）

“五一”假期民航运送旅客
866万人次  同比增173.9%

全球制造业
增速有所放缓
平稳复苏态势未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站 5 月 6 日消息，
4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所回落，但
指数连续 10 个月保持在 50% 以上，最近两月
均处在 57% 以上近年来较高水平，显示当前全
球制造业增速有所放缓，但平稳复苏基本态势
没有改变。

中物联称，4 月份，IMF 在发布的报告中
预测2021年和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6%
和 4.4%，相较今年 1 月的预测分别上调了 0.5
和 0.2 个百分点。疫苗的推广和各国经济复苏政
策的持续推进是 IMF 调高经济增长预期的重要
参考。在持续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加强经
贸战略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科技
创新领域合作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推进经济
持续复苏的共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
运行是世界经济持续平稳复苏的基础。

但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变数，
最大的影响因素仍是疫情的反复。近期日本、
印度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疫情的反复为全球经济
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毒株变异、
防控措施失当以及疫苗供应不足等问题都成为
阻碍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的影响因素。疫情的有
效控制仍是全球经济持续平稳复苏的先决条件。
同时，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带来
的通胀隐忧和债务上升风险也在不断累积，成
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两大隐患。

� （倪铭娅）

近日，德事隆航空公司设计制造的最新双
发涡桨飞机“空中国王”360/360ER 和“空中
国王”�260 已获得巴西航空局认证，即将于本
季度开始交付。

巴西正式运营的“空中国王”涡桨飞机共
约 500 架，机队规模仅次于美国。“空中国王”
涡桨飞机在可靠性、多功能性等方面均具有突
出优势，尤其是“空中国王”360/360ER 和“空
中国王”�260，代表了“空中国王”系列下一代
飞机功能、性能、舒适感等优势特性。

“空中国王”360�/�360ER 涡桨飞机采用
ThrustSense 自动油门，可在飞机起飞、爬升、
巡航、下降和复飞等阶段实现飞机动力系统
的自动管理，为飞行员操作提供有效支撑。同
时，飞机采用数字增压控制器，可在飞机爬升
和下降期间实现舱内压力自动调节，减少飞行
员操作强度并提高乘客舒适度。飞机客舱高度

优化设计也能极大提升乘客舒适度，有效减少
较长航线期间乘客的疲劳感。另外，“空中国
王”360/360ER 还重新设计了橱柜、功能区、
侧壁架，升级了材料、饰面等客舱内饰，飞机
标准配置还包括可拉出式工作台、标准电源插
座、USB 充电门和私人盥洗室等，可最大限度
满足乘客多样化旅途应用需求。

“空中国王”260 配备了 ThrustSense
自动油门系统、数字机舱增压系统、柯林斯
Multi-Scan�RTA-4112 气象雷达等装备，可
在保证乘客舒适度的同时，有效提升载机运行
安全性、可靠性。

新型“空中国王”系列涡桨飞机于 2020
年推出。“空中国王”360/360ER 和“空中国
王”260 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3 月
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认证。

� （石峰）

“空中国王”360/360ER飞机“空中国王”360/360ER飞机
获巴西航空局认证获巴西航空局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