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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和文旅部：

促进民航业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促进民航业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
支持增开红色航线支持增开红色航线

据中国民航网消息，近年来，我
国民航运输规模快速增长，红色旅游
事业蓬勃发展，民航业与红色旅游不
断呈现出融合创新、协同发展的新趋
势。在此背景下，日前，民航局、文
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民航
业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
发挥民航业在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民航业与红色
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意见》明确了融合创新发展的
指导思想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推动民航业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充分发挥民航业在推动红色旅游高质

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航空
运输市场和红色旅游市场，更好地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红色旅游
需求的新变化 ；基本原则为坚持社会
效益、坚持融合创新、坚持市场导向。

《意见》提出了融合创新发展的目
标 ：到 2025 年，民航业与红色旅游
融合发展更加深入，红色旅游地区民
航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航空运
输通达性明显提高，航空运输产品更
加丰富，航空运输服务质量有效提升，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红色旅游航空
出行的需求。

《意见》主要围绕基础设施、航线
网络、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针对改善红色旅游地区的基础设施条
件，《意见》提出，加强红色旅游地区
的机场建设，完善红色旅游地区机场
布局，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机场项目纳
入民航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 ；

加快推进瑞金、湘西、嘉兴等重点项
目建设及前期工作，指导地方政府规
划建设一批通用机场 ；加强红色旅游
地区机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连接，推
动建设一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针对提高红色旅游地区航空运输通达
性，《意见》提出，深入挖掘红色旅
游文化内涵，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红色旅游航线 ；支持航空公司在红色
旅游地区机场加大运力投放，增开航
线、加密航班，特别是推广通程航班
和短途航空运输服务 ；同时，加快推
进民航国内运价市场化改革，鼓励航
空公司以更加灵活、优惠的运价方式
开拓红色旅游市场。《意见》还提出了
创新红色旅游航空运输产品供给等措
施，如鼓励航空公司合理安排航线航
班，为旅客提供更具差异化、个性化
的红色旅游产品 ；在线旅游平台围绕

“互联网 + 红色旅游”整合资源，推出

更多一站式旅游产品。
《意见》明确，需加强民航业与红

色旅游的统筹规划，进一步加强规划
引领作用，加强与文化旅游部门的统
筹合作，建立健全重大问题协调推进
机制 ；规划构建“快进”“慢游”的红
色旅游航空运输网络，拓展民航基础
设施服务功能，积极将红色旅游标志
标牌等设施与民航基础设施统一规划、
设计 ；鼓励民航院校与旅游院校就推
进民航业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开展合作共建，推动新一代信息基
础设施的多元应用，以数字经济发展
为驱动。另外，《意见》还要求加强红
色旅游组织领导和宣传推广，提高政
治站位，统筹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
确保红色旅游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加大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经验
做法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并认真梳
理总结红色旅游发展的经验成效。

国际航协：高昂的
病毒检测成本阻碍复苏

据民航资源网报道，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IATA）呼吁各国政
府确保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的高昂
成本不会影响个人和家庭旅行。为
了促进国际旅行重启，新冠肺炎
病毒检测需要确保负担得起、及
时、广泛可用和有效。

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表示 ：

“国际航空的重启将为疫情后的经
济复苏注入活力。除疫苗外，病
毒检测在帮助各国政府重获信心
开放边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政府来说，病毒检测的准确率
是第一位的。对旅客而言，快捷
与经济也是诉求。各国政府在制
定重启计划时，应重点考虑。”

国际航协针对 16 个国家核酸
检测（PCR，政府最常要求的检测）
成本的抽样调查显示，不同地区
市场和地区内部市场的成本差异
较大。调查结果如下 ：在接受调
查的市场中，只有法国遵守了世
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由
政府承担旅行者的检测费用。在
个人支付核酸检测成本的 15 个市
场中，检测的平均最低成本为 90
美元，检测的平均最高成本为 208
美元。

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
什表示 ：“随着国内市场取消旅行
限制，需求正强劲回弹。未来国
际市场也将如此，但却会受到病
毒检测，特别是核酸检测成本的
影响。任何成本增加，都将极大
地抑制需求。对航程为 1100 千米
的短途旅行影响最大，其平均票
价为 105 美元，检测支出将高于

飞行支出。在我们走出危机之际，
不应增加旅客成本，必须更好地

管理检测成本。”
世卫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规

定，各国不应对旅行所需的病毒
检测或疫苗接种或证书颁发收费。
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情紧急委员
会最近重申了这一立场，呼吁各
国政府减轻国际旅客遵守检测要
求和各国实施的任何其他公共卫
生措施的财务负担。

近期，欧洲议会呼吁在整个
欧盟范围内进行普遍、易获得、
及时和免费的检测，带领欧洲朝
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法国和欧洲议会正在引领正
途。我们正处于公共卫生和经济
的紧急状态。病毒检测是复苏之
路的一部分。因此，政府有责任
确保所有人都可获得检测。”沃尔
什强调。

国际航协抽样调查的市场包
括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
印 度 尼 西 亚、 日 本、 马 来 西 亚、
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
瑞士、泰国、英国、美国和越南。
并非所有这些市场都需要核酸检
测。然而，许多国家核酸检测的
入境要求使得各地提供负担得起
的方案对恢复旅行至关重要。

Oxera 合伙人、航空业务负
责人 Michele Granatstein 表示 ：

“当国际旅行重启时，病毒检测可
能仍然是控制疫情的方案之一。
采取的检测机制类型将决定旅游
业复苏的速度。快捷病毒检测将
对全球旅行和国际商务活动产生
真正的推动作用。” （宗合）

NASA进行X-59验证机
初始飞行测试

日 前， 美 国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已经授予美国马萨诸塞
州 的 Harris Miller&Hanson 公
司一份合同，为 X-59 静声超声
速技术验证机全国范围内的社区
飞越试验提供保障支持。该合同为
成本加固定费用、无明确交付期
限 / 数量合同，总额不超过 2900
万美元，具有为期 8 年的履约期限。
工作范围包括支持 NASA 低音爆
飞行演示任务第三阶段的计划、
执行和记录。主要的分包商包括 ：
美国马里兰州的 Westat 公司、北
卡罗莱纳州的蓝岭研究咨询公司
等。

NASA 设 计 和 制 造 的 X-59
研究飞机是一种有人驾驶的单座
超声速飞机，可将声爆的响度降
低为很轻柔等级。NASA 组织了
一个跨政府和工业界的团队，正
在收集数据以允许实施跨大陆的
超声速飞行，从而大大减少在美
国境内或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旅行
时间。

NASA 目前正与洛马公司合
作， 进 行 X-59 验 证 机 的 设 计、
建造和初始飞行测试，这是任务
第一阶段的部分工作。该团队第
二阶段将验证 X-59 的性能符合
设计要求，并且可在国家空域内
安全飞行。在第三阶段，X-49 将
飞越美国大陆社区，美国 NASA
将会收集社区居民对飞机超声速
飞行中产生的声音的反应。

NASA 将向美国和国际监管
机构提供社区调查结果以及在社
区飞越测试期间收集的 X-59 声
学数据，以考虑采用新的基于声
音的规则来实现跨越陆地的超声
速飞行。

另据报道，无人机现在面临
的挑战是如何验证可以在国家空
域系统内飞行。NASA 通过开展
系统集成与操作化演示为这项工
作提供帮助，该项活动使用三种
无人机验证在 NASA 中执行商业
飞行任务。

首 次 飞 行 验 证 于 2020 年 4
月进行。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使用其“天空卫士”无人机系统
验证了承担民用检测任务的能力，
包括监控铁路、输电线、通讯和
河流基础设施、农业与地质调查、
野火与洪水监测。

2020 年 9 月，贝尔德事隆公
司使用 APT 70 无人机系统开展了
第 2 次飞行验证，实施了具有代
表性的紧急医疗运输任务。未来
可以预见，服役的 APT 70 无人机
可以提供血浆、器官和易腐烂医
疗用品的快速运输。

2021 年 2 月，美国航空航天
技术公司使用 AiRanger 无人机
完成了第 3 次飞行验证。内容包
括对几英里长的天然气和石油管
道进行空中巡查。使用无人机完
成此类检查可以帮助尽早发现管
道泄漏、防止环境灾难。

NASA 在 SIO 项目中的作用
是运用其在探测与规避和指挥与
控制方面的多年研究经验。项目
促进了业界与联邦航空局（FAA）
之间的讨论，为发展大于 55 磅（25
千克）的无人机应用民用技术和
政策提供技术参考。

NASA 从 SIO 活动中已总结
了最佳做法，无人机行业可以借
此拓展在常规民用领域的应用范
围。 （理群  吴蔚）

波音、空客发布一季度财报
日前，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分别

发布一季度财报 ：波音一季度实现营
收 15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 ；空客
一季度综合收入为 105 亿欧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一季度波音公司共交
付 63 架 737MAX 飞机，在其所有交
付的商用飞机中占比达到近 82%，而
2020 年同期交付量仅为 5 架。波音在
业绩报告中披露，自美国联邦航空局
批准恢复 737MAX 投入运营以来，波
音已经交付了超过 85 架 737MAX 飞
机，21 家 航 空 公 司 已 恢 复 737MAX
机队运营，执飞超过 26000 架次商业
航班，总飞行小时数超过 58500 小时。
目前 737 系列飞机正以低速进行生产，

预计在 2022 年初逐步将产量增加至每
月 31 架。波音表示，将继续评估生产
率计划，同时监测市场环境并参与客
户讨论。

整体来看，2021 年一季度，波音

公司商业飞机交付量共计 77 架，2020
年同期为 50 架，增幅达到 54%。其中，
737MAX 为 63 架、747 为 1 架、767
为 5 架、777 为 6 架。2020 年交付量
为 28 架的 787 飞机，今年交付数量仅
为 2 架。从营收数据来看，一季度波
音商用飞机营收总额降至 43 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 787 飞机交付量下降 ；但
一季度营业利润率提高到 20.1%，得益
于 737MAX 交付量增长以及定期成本
降低。反映到业务现金流上，一季度

波音业务现金流为 34 亿美元，部分为
787 交付量减少及预付款减少所致。

空客一季度共交付了 125 架民用
飞 机， 包 括 9 架 A220 飞 机、105 架
A320 系列飞机、1 架 A330 飞机和 10
架 A350 飞机。空客直升机共交付 39
架直升机。空客防务与航天收入与同
期相比保持稳定。综合调整后息税前
利润增至 6.94 亿欧元。空客民用飞机
领域的总订单为 39 架，包括 38 架单
通道飞机。净订单同比减少 61 架。截
至今年 3 月 31 日，民用飞机储备订单
总数为 6998 架。空中客车直升机获得
了 40 架净订单，其中包括 2 架“超级
美洲豹”家族直升机和 1 架 H160 直
升机。空客防务与航天订单额为 20 亿
欧元，其中包括在航天系统领域所赢
得的主要合同。

“良好的第一季度业绩主要体现在
民用飞机交付、成本与现金控制、重
组计划的推进以及直升机与防务和航
天业务的积极贡献。”空客首席执行官
傅里表示，“从第一季度可以看出，行
业所面临的危机尚未结束，市场仍然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们正在创新领
域以及公司的转型方面进行投资，以
通过产品组合实现公司的长期目标。”
 （任文）

一季度五大上市机场：
广州旅客破千万，深圳、厦门实现盈利
 | 丁一璠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民航业恢复
势头良好，尤其是进入 3 月后，各大
国内机场的多项运营数据均大幅提升。
据飞常准大数据显示，3 月国内机场实
际出港航班量为 38.96 万架次，同比上
升 140.91%，环比上升 68.15%。但是
由于海外疫情依然形势严峻，尤其是
部分收入高度依赖国际航线的大型国
际枢纽机场受到较大影响，企业依旧
面临较大运营压力。

近日，国内 5 家上市机场——首
都机场、上海机场、深圳机场、厦门
空港、白云机场相继陆续公布了 2021
年第一季度的生产经营和财报数据。

从今年 1~3 月旅客吞吐量走势看，
各机场均呈现“先抑后扬”的趋势，
按月份来看，2 月为最低谷，3 月最高。
尤其进入 3 月，随着全国疫情防控良
好和国内商旅市场的进一步恢复，五
家机场均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尤其
是 3 月深圳机场在 5 家机场中旅客恢
复程度最高，已达到约为 2019 年同期
94% 的水平。此外第一季度广州白云
机场累计实现旅客吞吐量破千万，同
比增速为 26.79%，深圳机场紧随其后，
全年旅客吞吐量为 909.46 万人次，同
比增长 32.9%，厦门空港累计旅客吞吐
量为 38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4%。
不过和疫情前比旅客数量仍有一定差
距，其中第一季度（以下简称 Q1）深
圳机场旅客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约 7 成
水平，白云机场、厦门空港旅客恢复约
6 成水平，另外受国际航线恢复依旧不
乐观，再加上北京、上海等地疫情有
所反复、大兴机场分流部分首都机场
客流等综合因素影响，Q1 首都机场、
浦东机场旅客受到较大影响，累计旅
客分别为 659.40 万人次和 668.41 万人

次，分别同比减少了 29.3% 和 17.3%，
仅恢复疫情前约 25%~35% 的水平。

从一季度五大机场的货运情况来
看，货邮吞吐量均超过去年同期，表现
十分亮眼。从绝对值来看，上海浦东机
场以累计破百万吨稳居首位，优势依
旧明显。深圳机场由于国际货运业务
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带动了经营业绩
的提升，增幅较大。第一季度深圳机
场货邮吞吐量达 37.2 万吨，同比大增
40.5％，在五家上市机场中涨幅最多。
其中国际及地区货量为 15.3 万吨，同
比增长 84.6％，占比约为 41.2％，比
去年同期提升 9.8%。另外广州白云机
场、首都机场、厦门空港第一季度的
货邮吞吐量分别为 46.39 万吨、31.29
万吨、7.76 万吨，同比增长 31.09%、
3.8%、30.42%。

从起降架次情况来看，在国内所
有千万级机场中，广州白云机场、上
海机场（指上海浦东机场）、深圳机场

分别以第一季度累计 9.56 万架次、8.16
万架次、7.98 万架次排名全国前三位，
首都机场以 6.75 万架次排名全国第五
位。此外第一季度厦门空港起降架次
为 7.76 万架次。

从各机场近期发布的今年第一季
度财报来看，5 家上市机场共实现营收
39.37 亿元，同比减少 26.4%。其中白
云机场 Q1 营收最高为 11.85 亿元，上
海机场紧随其后为 8.66 亿元，深圳机
场 Q1 营收为 7.87 亿元，首都机场为
7.78 亿元。另外部分机场 Q1 营收实现
了同比增长，其中深圳机场 Q1 营收同
比增长39.8%，厦门空港营收3.21亿元，
同比增长 36.2%。

今年 Q1，5 家上市机场共亏损了
9.66 亿元，同比去年同期亏损大幅扩
大，去年同期亏损金额约为 1.29 亿元。
据悉，Q1 上海机场国际客流量低迷和
免税保底收入的大幅减少使业绩暴跌，
Q1 上海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仅有 31.5

万人次，同比减少 92.2%，另外根据
最新免税补充协议，2021 年 Q1 实际
免税收入约 0.9 亿元，而去年同期约为
8.9 亿元。首都机场同样由于利润高度
依托国际航线，导致 Q1 亏损了 4.72
亿元。另外 Q1 白云机场净亏损了 1.55
亿元。不过也有其中两家机场在疫情
下凸显出抗冲击能力。深圳机场从去
年第三季度开始转亏为盈，Q3 实现净
利润 0.897 亿元，Q4 净利润同样稳定
在 0.896 亿元，全年共盈利 0.28 亿元。
今年一季度，随着国内民航市场的进
一步回暖，深圳机场单季度利润约为
0.5 亿元，几乎达到去年全年净利润的
近两倍。另外厦门空港从去年第一季
度开始已连续五个季度实现单季度盈
利，2020 年 Q1~Q4 归股净利润分别
为 0.03 亿元、0.11 亿元、0.83 亿元、0.74
亿元，2021 年 Q1 净利润为 0.47 亿元。

未来五年
全球增材制造市场
将达372亿美元

日前，3D Hubs 公司发
布 的《2021 年 增 材 制 造 趋
势报告》显示，全球增材制
造（AM） 市 场 在 2020 年
增长了 21%，达到 126 亿美
元。 与 2019 年 相 比，2020
年 65% 的 工 程 公 司 增 加 了
3D 打印的使用量。2021 年，
73% 的 工 程 企 业 将 增 加 3D
打印产品的使用量。

报告预计未来 3 年，全
球 3D 打 印 将 继 续 以 每 年
17% 的速度增长。在未来 5
年内，全球 AM 市场的规模
将增加一倍以上，到 2026 年
达到 372 亿美元。

3D Hubs 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增材制造服务网络平台，
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2021
年增材制造趋势报告》是基
于今年 2 月对 1504 家工程企
业进行的调查结果以及对于
行业新闻和市场分析师报告
分析后做出的。 （郭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