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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以收费旅客里程数表示的2027年预计航空旅客运输量

资料来源：波音公司 -《2008-2027年当前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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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人士的观点

尽管全球商用飞机行业已受到目前经济衰退的

影响 (一些航空公司已被迫推迟交货日期)，

全球商用飞机行业的长期整体前景仍然看好。

对于该行业最重要的产品：用于客运与货运的

窄体和宽体飞机，即大型商用飞机而言，尤为

如此。 

对未来20年的预测表明，作为行业驱动力的收

费旅客里程数（RPKs）将每年增长大约5％，

这是整个全球经济预期增长率的两倍1。最近另

外一个鼓舞人心的预测是，飞机订单金额预计

达到3.2万亿美元1。

尽管受到目前金融动荡的影响，预计该行业在

发展中国家仍将实现增长，而亚洲则是首要的

增长区域。未来20年中，预计将有6亿人成为中

产阶级，如图1 所示，中国的商务、旅客和货

物运输将会大幅上升。来自印度和中东的订单

也可能为增长提供动力。印度正在紧紧追随中

国经济成功的脚步，而在中东，新的金融中心

迪拜、阿布扎比和巴林的发展正在创造需求。

当前现状

确实，现今的全球经济动荡前所未有，并且其

对商用、支线飞机和公务机的需求影响很大。

目前对航空业造成影响的因素有三方面：

•  高油价 推高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2007

年，全球航空业为燃料支付了1360亿美元，

比2003年增加超过3倍。截至2008年，即使

是在原油价格大幅下降到100美元一桶的

情况下，燃料仍占运营成本的32%2。截至 

2008年末，油价降低到40-50美元一桶,这使

商用航空业避免了可能的崩溃。

•  全球经济衰退 自2008年中开始引发座位利

用率大幅下降。作为应对，航空公司已让一

些飞机退役，并且正在重新考虑订购新飞机

代替目前使用飞机的计划。截至2008年的第

三季度，全球24家航空公司由于油价和旅客

运输量减少而破产。据估计，全球航空业损

失了50-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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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雅图时报－《波音商用飞机订单下跌》，2009年2月5日
4 路透－《空中客车: 交付客机数量比一年前下降》，2009年2月6日 以及《空客订单交付数量:2009年1月》excel文档

图2. 航空业累计和年度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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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勤研究，美国 

累计利润

年度行业运营利润 

•   信贷紧缩 这一因素与以上两项因素结合起

来，使航空公司寻求购买新飞机所需资金

很困难。尽管在2008年初，对商用和公务机

的需求和订单达到历史新高，信贷紧缩导致

大量订购飞机的延期、延误和无法交付。

在2006和2007年商用飞机的订单达到累计4000

架的新高后，目前的订单受到影响。波音公司

日前宣布，2009年1月的订单量减少至18架喷气客

机，而2008年1月该数据为65架，同比减少72％3。

空中客车公司损失更为惨重；2009年1月公司接

到4张订单，但继而都被取消，相比2008年1月

的238架飞机订单而言，净额显著下降4。 

但是，在短期分析中经常被遗忘的是商用飞机

制造商的最主要客户 — 航空公司所展示出来的

长期模式。如图2 所示，航空业在过去历经衰

退但总是度过难关(虽然有时航空公司数量有所

减少)，对飞机的长期需求并未造成影响。 

遗憾的是，这些数据还显示商用航空业长期处

于亏损状态，累计亏损额达80-100亿美元。

如果说过去所发生的仅是序言，这一情形将持

续下去，目前的危机则可能被向上的趋势所取

代，对航空服务的需求上升，并由此产生对新

飞机的更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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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型商用飞机按地区订单交付计划一览表

资料来源：摩根大通 -《2009年航空与国防业》

行业复苏将如何进行? 

亚洲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

长，已经事实证明并得到广泛讨论。在商用飞

机行业，亚洲已成为主要增长驱动力，其不断

提高的生活水平激发了对旅行和货运的更大需

求。预计至2027年，亚洲航空公司的旅客运输

量将增至三倍，占全球市场的31%1。如今，

图3中所示的大型商用飞机积压订单总量的

36%是亚洲航空公司的订单。事实上，中国目

前是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新商用飞机的最

大市场5。

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里将交付29,400架新商

用飞机，其中亚洲增长势头最为强劲1。现有飞

机制造商预计将从因新飞机订单带来的经济扩

张获得好处，这些订单不仅来自中国的六大航

空公司，还来自印度和中东的客户。

但是，中国正在积极发展国内商用航空业。目

前，中国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业从业人员约为50

万人，而其中一个公司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近期以ARJ 21这一新一代支线飞机进入了

航空市场。中国最近创建了一个新公司 — 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明确计划于

2020年前生产出大型飞机6。在政府的支持和大

量经过良好培训的工程师的努力下，很有可能

在不远的将来, 会出现第三家大型商用飞机的

全球制造商。

信贷紧缩导致了购买大型商用飞机的新融资渠

道的出现，包括来自中东和中国的主权财富基

金。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法国政府决定提供高

达50亿欧元的信贷支持以帮助航空公司购买新

飞机，这将帮助空中客车公司在目前的危机中

维持运营7。

支线飞机与窄体商用客机

窄体飞机（如波音737和空中客车A320）的未

来可能会受到即将引进的新的“大型”支线

飞机的影响。尽管传统支线飞机曾经仅能承载

50位旅客，拥有更新设计的支线飞机的旅客

运输量已大大提高。庞巴迪设计的C-系130飞

机预计能承载130位旅客，最高达149位，而

Embraer 190能承载114位旅客。尽管它们的

航程与大型商用飞机而言仍然较短，但它们却

有多项明显优势，包括在较短起落跑道上的着

陆能力和较为廉价的劳工结构。波音737和空中

客车A320系列飞机的低端型号在某些短程市场

中可能会遇到新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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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联社－2009年2月3日《豪客比奇飞机公司宣布裁员2,300名员工》；

  路透社－2009年1月19日《法国达索航空生产放缓》

图4. 2007-2027年支线飞机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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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德勤研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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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进入支线飞机领域的三个新成员显示出

市场对这些机型的需求与日俱增。俄罗斯的苏

霍伊超级100客机，日本的三菱支线客机以及上

文所提及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ARJ21都计划

对图4 所示的这种趋势加以利用。五个志在必

得的竞争者将如何分享这个相当专业却又相对

狭小的市场？我们拭目以待。

商用飞机 

印度、中国和中东日益增多的石油美元寡头和

资金充裕的商人为全球商用飞机制造商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积压订单。全球经济危机似乎一夜

间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商用飞机的近期前景黯

淡。作为主要客户的众多大公司不愿意在现今

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购买飞机。上文提及的资

金充裕的商人在融资方面也遭遇困难。

尽管商用飞机不如私人飞机方便，但它们肯定

也不那么昂贵。在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首席执行

官们乘坐各自公司的专机参加美国参议院汽车

行业救援计划听证会的行为被舆论猛烈抨击之

后，在各地的公司都在削减成本。在对企业非

必须支出进行政治审查的时期，“过分奢侈”

的公司专机的一次小小现身都会造成严重的负

面后果。

商用飞机制造商已经感受到日益减少的需求所

造成的影响。2009年2月，庞巴迪宣布削减超过

1,3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豪客比奇飞机公司将

裁员2,300名员工，法国达索航空公司将其猎鹰

商用飞机的生产减少25%8。但由于购买公司和

私人飞机所能获取的信贷支持有所上升，订单

数量是否会随之有所回温还有待观察。

复苏指日可待

世界不断变化，但有一些趋势却不会改变。对

于商用飞机行业来说也是如此。

的确，这个行业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而

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感觉相当明显。但是根

据历史经验和公众预测的估计，对大型飞机

的需求将会恢复。商务飞机，因其提供的私密

性、灵活性和便利性，同样具有长期的光明前

景。任何两种复苏模式都不可能是一模一样，

而理解经济复苏的性质将会是从经济复苏中获

取最大收益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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