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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全球航空货运需求
较疫情前增长4.4%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今
年 3 月全球航空货运定期数据显示，
航空货运需求继续超过新冠肺炎疫
情前水平，比2019年 3月增长4.4%。
3 月货运需求量达到了自 1990 年定
期报告以来的最高水平，需求环比
2021 年 2 月增长 0.4%，但增速低于
上月。

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同比 2019 年
3 月增长 4.4%，环比 2021 年 2 月增
长 0.4%。增长率环比放缓，与 2019
年 2 月同期相比，需求增长 9.2%。
亚太和非洲航空公司与 2 月相比表
现较弱，3 月增长放缓。

全球货运运力在 3 月持续复苏，
环比增长 5.6%。尽管如此，由于客
机持续停飞，运力仍比疫情前水平
低 11.7%。航空公司继续使用专用货
机来弥补腹舱运力不足。与 2019 年
同期相比，2021 年 3 月，专用货机
的国际运力增长 20.6%，客机腹舱货
运运力下降 38.4%。

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
表示 ：“航空货运仍然是航空业的亮
点。需求在 3 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与疫情前水平相比增长 4.4%。航空
公司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满足所需的
运力。这场危机表明，航空货运可以
通过迅速创新来应对根本性的挑战。
即使大部分的客运航班仍然停飞，
也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航空业
需要在危机后保持这一势头，通过
数字化推动航空业保持长期效率。”

其中，亚太航空公司与 2019
年同期相比，2021 年 3 月国际航
空货运需求下降 0.3%。与上月相
比，与亚洲相关的大多数贸易通道
的表现略有疲软。该地区的国际运
力仍然有限，与 2019 年 3 月相比下
降 20.7%。但国际载货率最高，为
78.4%。

北美航空公司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今年 3 月国际需求增长 14.5%。
强劲表现反映美国经济复苏。第一
季度，美国 GDP 年增长 6.4%，高
于去年第四季度（4.3%），美国经济
近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航空货运
经营环境向好 ；PMI 新出口订单升
至 2007 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运力
比 2019 年 3 月增长 1.8%。

欧洲航空公司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今年 3 月需求增长 0.7%。经
营状况改善和出口订单恢复拉动需
求积极增长。与 2019 年 3 月相比，
2021 年 3 月，国际运力下降 17%。

中东航空公司与 2019 年 3 月
相比，2021 年 3 月国际货运量增长
9.2%。与上月相比，中东地区航空
公司需求增长最为强劲，增长 4.4%。
在该地区的主要国际航线中，中东—
北美和中东—亚洲航线增长最为出
色，3 月需求分别比 2019 年 3 月增
长 28% 和 17%。但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3 月国际运力下降 12.4%。

拉美航空公司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今年 3 月份国际货运量下降
23.6% ；在所有地区中表现最弱。与
其他地区相比，拉美航空货运需求
的驱动力仍然相对较弱。与 2019 年
3 月相比，国际运力下降 46.0%。

非洲航空公司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今年 3 月货运需求增长 24.6%，
是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强劲的，亚非贸
易通道的强劲扩张也推动了需求的
强劲增长。3 月，国际运力比 2019
年 3 月下降 2.1%。

对于飞机制造商来说，客运业
务的萧条降低了新飞机订单的需求，
货运需求的增长一方面能够提升新
货机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能带来改
装货机业务的增长。� （邮政）

东航物流：民航“混改”第一家东航物流：民航“混改”第一家
	| 王潇雨　黄兴利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
微信消息，近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
准了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首
发申请，东航物流及其承销商将分别
与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
刊登招股文件。

东航物流早在 2016 年 9 月就成
为全国首批、民航首家混改试点企业。
2017年 6月，东航物流引入联想控股、
普洛斯投资、德邦物流等在内的非国
有资本进行增资扩股，并实施了员工
持股。由此，物流板块从东航集团剥
离，东航集团持股比例降至 45%，增
资扩股引入 45% 非国有资本和 10%
核心员工持股，完成股权多元化改革，
成为央企混改中首家放弃绝对控股权
的国有企业。

东航物流作为央企中首批进行混
改的试点企业，也是国家民航领域混
改试点的首家落地企业，作为国内三
大航旗下首家混改后冲击 IPO 的公
司，东航物流因此受到市场关注。

A股上市

东航物流最早可以追溯至 1998
年组建的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这
是中国民航成立的首家专业货运航空
公司，以上海两个机场为基地开展业
务，可以说是国内在这个领域的先行
者之一。

2012 年东航集团在中货航基础
上进行了整合，把旗下其他物流相关
资源整合到一起，建立了新的东航物
流平台，当时就为其提出了更高的目
标，即成为高端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
以及航空物流地面服务综合提供商。

但在民航业长期以来一直重客轻
货的大环境下，东航物流后续的发展
似乎并没有达到整合时的目标，并且
随着国内几家民营快递公司飞速发展
并先后登陆资本市场，航空货运“国
家队”不管是从规模还是发展的前景

来看都已经显露疲态。
即便是发展得顺风顺水的民营快

递企业，其规模和业务版图与全球知
名跨国物流巨头相比也仍然是相距甚
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从
行业发展前景还是未来市场空间实际
上都给东航物流留下了比较大的想象
空间。

东航集团深化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邵凤茹在去年举行的民航趋势论坛上
曾表示，疫情凸显了中国航空货运发
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中国民航要打
造具有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
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大型客运和货运
航空公司，就成为民航强国建设最基
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自“十二五”
以来，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年均增幅
只有 3.3%，远低于客运市场年均增幅
10.9% 的速度。

或许正是这样的状况使得东航集
团下定决心要从根本上做出改变，适
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国企“混改”，东航物流在 2016 年
9 月就成为全国首批、民航首家混改
试点企业。

2017 年 6 月，东航物流引入联
想控股、普洛斯投资、德邦物流等在
内的非国有资本进行增资扩股，并实
施了员工持股。由此，物流板块从东
航集团剥离，东航集团持股比例降至
45%，增资扩股引入 45% 非国有资本
和 10% 核心员工持股，完成股权多
元化改革，成为央企混改中首家放弃
绝对控股权的国有企业。

东航物流的一大优势在于，主基
地位于上海这个中国最具实力的航空
货运枢纽。在招股书中，东航物流方
面表示，希望通过上市，改善资本规
模和融资能力，从而扩大业务规模，
提升竞争力。

业绩猛增

如果说此前相当长一个时期里，
大环境对以航空货运为基础的物流商
来说并不乐观，即便是跨国物流巨头
和全球顶级的航空货运公司增速都比
较缓慢，那么去年疫情之后航空货运
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不仅市
场环境巨变，国家也从政策方面明确
了加速相关行业发展的目标。这对于

东航物流来说似乎也在实现良好的业
绩加持之后，成为登陆资本市场的良
机。

根据 5 月 18 日发布的公告显
示，东航物流从去年开始业绩实现了
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样的业绩增长主
要归功于航空货运在疫情期间因供求
关系变化带来业绩增长，包括中货航
在内的整体业务链条相关企业因此受
益。东航物流目前主营业务包括全货
机运输、客机腹舱运输承包经营、货
站操作、同业项目供应链、产地直达
解决方案。其中主要收入贡献都来自
航空货运，疫情期间运力紧张导致
运价飞涨，中货航因此获益，2020
年实现营收 111.34 亿元，同比增长
39.40% ；净利润 19.97 亿元，同比增
长 1252.04。

按照东航物流公布的计划，本次
募集资金将预计将分别投入到浦东综
合航空物流中心建设、全网货站升级
改造、备用发动机购置以及信息化升
级及研发平台建设。预计将投入资金
总额超过 24 亿元。

	| 赵巍

航空货运是现代物流发展的一个
基本模式。航空货运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航空物流的高价值性。全球航空
货运用 1% 的货运量完成了超过 1/3
的全球商品贸易价值。但是中国航空
货运这两个比例都没有达到。二是快
递业务的发展成就了航空货运的繁荣。
然而，高速增长的中国快递业务，却
没有带来中国航空货运的繁荣。

高速增长的中国快递业

5 月 8 日，国家邮政局发布《2020
年中国快递业务发展指数》。大疫情
之下，中国快递市场延续了稳健的发
展势头，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结
构不断优化，基础能力稳步提升，科
技创新深入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2020 年，全国快递业务
量完成 833.6 亿件，同比增长 31.2%，
全年业务增量近 200 亿件，增速和增
量均创历史新高。快递业务量连续 7

年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六成以上。
快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超 2.3 亿件，
同比增长 35.3% ；最高日处理量达 6.8
亿件，同比增长 25.9%。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不利影响下，行业增长远超预
期，为宏观经济复苏提供重要支撑。
全年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8795.4 亿元，
同比增长 17.3%。

2010 年到 2020 年，中国快递
业务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42.6%，中
国快递业务收入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31.4%。中国快递业务量占全球 6 成，
超过美国 2 倍以上。但是中国航空货
运量不足美国的一半。美国快递业务
成就美国航空货运，中国快递业务发
展似乎与中国航空货运发展关联不大。

平缓发展的中国航空货运

2020 年全球航空货运受疫情影响
远小于航空客运。2020 年全球航空货
运周转量（CTK）同比下降 10.6%，
中国下降 8.7%，美国逆势增长 6.7%。
按照中国民航局统计，2014~2019 年，

中国民航货运周转量年复合增长率只
有 6%。中国民航货运量年增长率只
有 4.6%。

高速增长的中国快递业并没有给
中国航空货运带来发展机遇。也就是
说，中国航空货运并没有给中国快递
物流业更多的贡献。

中国航空货运破局：
客货分离的货运专业化经营

中美航空货运的差距是规模、模
式和层级的系统差距。中国航空货运
机队不足 200 架，主要依靠客机腹舱，
货机贡献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而
美国航空货运则主要依靠航空货机，
航空货机的贡献大约 90%。只有人物
分离、客货分流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航空货运网络和航空货运枢纽，才
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航空立体物流体
系和优势。

这也就是在 2020 年疫情之下，
依靠客机腹舱的航空货运受到冲击大
的原因，包括中国主要的航空货运枢

纽，包括北京以及郑州等。
目前在货运方面，不同运输方式

之间衔接协调不畅，结构不平衡、不
合理问题突出，造成我国物流费用偏
高。到 2035 年，中国将基本建成交

通强国，届时将形成“全国 123 出行
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
根据纲要，旅客联程运输便捷顺畅，
货物多式联运高效经济，航空货运必
须实现自己的产业地位。

欧洲安全局预测：
空中出租车将于2024年在欧洲运营

总部位于科隆的欧洲最高级航空
监管机构欧洲航空安全局执行董事任
帕特里克·基近日表示，欧洲最早可
能在 2024�年或 2025 年出现首批运
营的商用空中出租车。

目前，已有超过 6 家欧洲公司宣
布开发这种城市空中交通工具，用于
乘客或运送医疗用品等。EASA 预
计，到 2030 年，欧洲城市空中交通
市场规模将达到 42 亿欧元，可创造
9 万个就业机会。他还透露，EASA
已经开始对部分空中出租车设计进
行认证，预计到 2024 年左右，部分
轻量级空中出租车将获得首批认证。
EASA 目前的关注重点是有人驾驶的
载客飞行出租车与无人机运送货物项
目，而完全自主飞行的空中飞行汽车
认证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EASA 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公
众对这种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汽
车持广泛支持态度。在 6 个城市地区
中，约 71% 的受访者表示有兴趣使
用空中出租车或无人机送货服务，或
两者兼而有之；而41%的受访者表示，

紧急医疗活动将从该服务中受益最
多。安全与噪音是无人机与飞行出租
车的首要问题，在接受 EASA 调查
中的大多数人表示了无人机与飞行出

租车对鸟类或昆虫产生影响的担忧。
此外，网络安全则是潜在担忧中的重
中之重，尤其是对无人机而言。

（吴佳茜）

Volocopter公司研制大型长航时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日前，Volocopter 公司公布了
大型长航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方
案，计划于 2026 年投入运营。

该型飞行器为 4 座，航程 96 千
米（60 英里），巡航速度 177 千米 /
时（110 英里 / 时），最大速度 250
千米 / 时（155 英里 / 时），其开发研
制工作已持续 2 年，申请了多项专利。
该机采用混合构型，具有平直翼和 V

型尾翼，其间通过梁连接，装有 6 组
电机和旋翼 ；垂尾根部设有 2 台用于
巡航的涵道风扇。与小型 VoloCity
飞行器一样，该机将根据欧洲航空安
全局特殊条款进行认证。

Volocopter 公司预计 2035 年
在城市空运市场可通过 VoloCity 飞
行器获得 1100 亿美元收入，城际服
务收入 600 亿美元，而自主货运飞行

器收入达到 1200 亿美元。
Volocopter 公司计划 2023 年

将 VoloCity 投入运营，首批城市可
能为巴黎和新加坡，其机队规模未来
可能达到 10 万架。

2021 年，Volocopter 公司通过
私募融资获得了 2.4 亿美元资金，总
融资额高达 4 亿美元。� （穆作栋）

俄新生产线
伊尔-76MD-90A
运输机完成总装

近日，俄罗斯联合飞机公
司所属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航空之
星 -SP 飞机制造厂改装后的新生
产线完成了第一架伊尔 -76MD-
90A 运输机的总装，随即这架飞
机被转移到飞行测试站，用于地
面和飞行测试。该生产线加速了
伊尔 -76MD-90A 运输机的装配
效率。

新生产线该生产线包括 10 个
工作站，用于对接机身，机翼，
尾部，以及用于安装飞机动力装
置和机载系统。该生产线还配备
了激光定位系统，可确保所有飞
机部件的高精度连接。由于采
用大量新技术合新工艺，该生产
线可使飞机装配的劳动强度降低
38%，将使飞机产量增加到每年
10 架。� （姜廷昀）

中国快递业务高速成长，对航空货运有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