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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最大博物馆群揭幕

新加坡航展传来最新航空业发展趋势信息

全球航空市场重心向东“飞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2 月 6 日，为期 6 天的新

加坡航展拉开帷幕，全球超

过1000家公司亮相。航展开

幕前，国际航协发布报告称，

2017年全球航空客运量超过

40亿人次，到2036年这一数

据将刷新为78亿人次，其中

亚太地区航空旅客数量将达

到35亿人次。为满足这一需

求，波音公司预计全球航空

公司届时将需要 16050 架新

飞机，价值 2.5 万亿美元，亚

洲订单将占四成。亚太地区

成为推动需求增长的最大驱

动力，全球航空市场的重心

正在向东“飞行”。

匈牙利发行狗年生肖邮票

2月7日，在新加坡樟宜展览中心举行的新加坡航展上，人们在中国商飞公司展位参观。 新华社发

千家航企逐鹿狮城

新加坡航展与巴黎航展、范保罗航
展并称世界三大航空展，也是亚洲地区
最大的商业与国防航空展。本次航展聚
焦创新以及行业未来，来自50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 1000 家公司参展，其中包
括 65 家全球领先的航空业公司。在本
次航展上，网络安全、无人航空系统、航
空电子、预测性维修、增材制造、飞机健
康监控等领域的最新产品和服务技术纷
纷登台竞技。与此同时，高级别大会、论
坛等活动也与展会同期举行。据报道，
空客公司作为此次航展的最大国际参展
商，展示了商用飞机、国防装备、太空系
列和直升机系列最新产品、创新技术和
其他服务。中国商飞公司已连续5年参
展，今年展出了C919混合级布局客机、
CR929三舱布局客机、ARJ21公务机和
混合级飞机的剖开式模型。中航集团展
出了运-9E运输机、单双座“枭龙”战机
以及L-15高级教练机。来自中国的朗
星无人机公司带来了有效载荷达1.5吨
的全世界最大货运无人机 AT200 模
型。中国公司的亮相，吸引了不少参展
专业人士的目光。

长期以来，全球航空业格局基本由
美欧市场主导。特别是北美市场，无论
在客流、物流，还是在盈利、资本市场表
现等方面，都让其他地区望尘莫及。但
进入21世纪，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历史性
变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
2009 年，那一年亚太地区客流量达到
6.62亿人次，首次超过北美地区，成为全
球航空运输最大市场。

2017年，中国航空公司搭载的旅客
数量比5年前增加了2.33亿人次。这让
业界观察家大为惊讶。通常这需要花费
10 年时间才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
数据显示，目前亚洲只有10%的人口乘
坐过飞机，这意味着坐飞机的人数增长
潜力巨大。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
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这一航空
市场的驱动力量。国际航展历来就是全
球航空业景气的风向标。在此次航展
上，亚洲国家和地区表现抢眼，再次印证
了全球航空市场的重心正在转移。

亚太市场引领全球

联合国人口调查和国际航协数据显
示，全球目前约75亿人口中，年龄在15
岁至64岁之间、飞行频率较高的人群，
即“飞行年龄”人口为 49 亿。到 2036
年，全球“飞行年龄”人口预计增长17%，

这主要受亚太和非洲地区增长所驱
动。相比之下，欧洲的老龄化人口“飞
行年龄”人口将平均每年同比下降
0.5%。亚太地区庞大的“飞行年龄”
群体是未来航空客运的潜在旅客。从
长远来看，亚太地区的经济水平大幅
提升，航空出行的成本预计将随通货
膨胀持续下降，将有越来越多的人群
选择航空出行。这些因素将在未来几
年内持续推动航空业重心东移。

亚太地区是推动全球航空需求
增长的最大动力。未来 20 年，超半
数的新增旅客将来自该地区。国际
航协最新报告称，到2036年，亚太地
区新增旅客预计将达 21 亿人次，整
体市场客运总量将达 35 亿人次。其
中，中国市场新增旅客将达9.21亿人
次，客运总量将达 15 亿人次。报告
预测，以抵达离开中国的国际航班和
中国国内航班的客运量计算，中国市
场将于 2022 年超越美国市场，成为
全球之首。2026 年，印度将取代英
国，成为第三大航空市场，印尼将取
代意大利进入排名前十位市场。

事实上，目前的亚太市场已成为
全球航空运输的主引擎。最新统计显
示，2017 年，亚太地区客运市场占全
球的份额为33.7%，将欧洲（26.5%）和
北美（23%）远远地甩在身后。更为重
要的是，在衡量航运发展的几项关键
指标上，亚太市场领跑全球。例如，以

“收入乘客公里”计算的客运量增长速
度看，去年亚太地区为10.1%，远高于
欧洲的8.2%和北美的4.2%，也明显高
于全球7.6%的平均水平。以“可利用
座位公里”计算的航空运输能力增长
情 况 看 ，亚 太 地 区 去 年 的 增 速 为
8.4%，远远超过欧洲的6.2%和北美的
4.2%，也显著高于全球6.3%的平均水
平。在载客率方面，亚太地区航空公
司的载客率去年同比上升1.3%，欧洲
和北美分别为 1.5%和 0.1%，全球均
值为0.9%。可以说，正是亚太地区航
空市场的出色表现，推动了全球客运
的发展。

再看货运市场。国际航协发布的
定期全球航空货运数据显示，受全球
制造业出口需求强劲、企业开始迅速
补充库存等因素影响，2017年按照货
运吨公里计算的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同
比增长9.0%，是上年增速3.6%的2.5
倍，并超过世界贸易增长率（4.3％）的
两倍。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德·朱尼亚克表示，这是“自全球金融
危机后，航空货运表现最为强劲的一
年。需求增长9.0％，超过货运和客运

需求增长。载货率、收益和总收入均
实现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亚太地区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为37%，
欧洲和北美分别为 24.2%和 20.5%。
在“可用货运吨公里”这一指标方面，
亚太地区的增速为7.8%，欧洲和北美
分别为11.8%和7.9%。与上年相比，
亚太地区的载货率上升3.4%，欧洲上
升2.4%，北美上升2.1%。不难看出，
亚太市场作为全球货运市场的主力，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市场蓬勃发展

今年 2 月 5 日，顺丰航空在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迎来了第 20 架 B757-
200 型全货机。至此，顺丰航空以
B737、B757、B767组成的全货机机队
规模增至 42 架。顺丰航空隶属顺丰
速运，一家快递公司从自行车、摩托车
送货起家，发展成为拥有数十架货运
飞机的物流巨头，折射出了中国航空
运输业的飞速发展。

上海在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方
面取得了骄人业绩。去年 12 月 15
日，上海年航空货运量首次突破 400
万吨，成为继中国香港、美国孟菲斯后
全球第3个年航空货运量400万吨以
上的城市。这是上海继2016 年成为
全球第5个航空旅客亿级城市的又一
大喜事。上海机场取得上述业绩的背
后，是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设立
了 3 个货运转运中心，成为全国首个
货运功能区纳入综合保税区和自贸试
验区的机场。去年上海机场的电子运
单使用率达52%，居全球机场第二位，
日趋成熟的航空货运信息集成系统，
推动了上海机场的智慧物流园区建
设。目前，共有103家航空公司在上
海运营定期货运航班业务。其中，浦
东机场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五大洲279
个城市，虹桥机场航线网络覆盖日、
韩，港澳台地区及87个国内城市。同
时，浦东机场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全
球三大国际物流集成商进驻的机场。
2008年，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转
运 中 心 投 入 运 营 ；2013 年 ，敦 豪

（DHL）北亚枢纽投入运营；2017 年，
联邦快运（Fedex）国际货运快件中心
投入运营。

从全国来看，2017年民航运输飞
行首次突破千万小时，全年完成旅客
运 输 量 5.49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6%。2017 年，中国航空公司搭载
的旅客数量比35年前高出140倍，成
为中国民航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年。三
大国有航空公司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增
速，整体运输能力比上年提高7%。其
中，南航是国内机队规模及客运量最
大的航空公司，国航则在国际航线特
别是国际长航线上继续占有绝对优
势，拥有国内数量最多的宽体客机。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助推中
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有更
多的资金用于旅游。专家估计，中等
收入国家居民乘坐飞机出行的频率，
是低收入国家人口的近7倍。国际航
协的统计显示，就境内航空市场而言，
中国市场份额已稳居全球第二位，仅
次于美国。2017年，全球主要国内航
空市场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依次为，美
国14.5%、中国9.1%、印度1.4%、俄罗
斯1.4%、巴西1.2%、日本1.1%和澳大
利亚0.9%。

空客波音角力中国

航空业是经济景气的风向标。
全球航空市场重心东移，也是亚太
地区经济增长强劲的结果。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更是全球航空业发
展的重要支点。空客和波音等全球
飞机制造业巨头均将业务向东倾
斜，也坐实了全球航空市场重心东
移之势。

根据空中客车公司发布的全球市
场预测，未来 20 年，全球 100 座级以
上飞机将增长超过一倍。亚太地区继
续担当推动全球航空业增长的角色，
其中中国国内航空市场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航空市场。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
恩德斯在新加坡航空展上表示，“空客
的业务已向亚洲倾斜，因为我们大多
数业务增长点来自亚洲”。

今年1月份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
期间，空客与中方讨论了涉及 184 架
A320 飞 机 订 单 ，向 中 国 出 售
A350、A380 中程客机与大型飞机事
宜。《中法联合声明》还“鼓励空客公司
及其中方合作伙伴围绕A330、A350、
A380 探讨新合作”。去年 7 月份，空
客与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在德国柏
林签订采购140架空客飞机协议，总
价值达228亿美元。

空客的对华合作，不仅仅体现在
飞机销售方面。在飞机总装业务领
域，截至 2017 年底，空客 A320 天津
总装线已完成总装并交付A320系列
飞机 352 架。未来，该总装线的生产
范围还将拓展至 A320neo 以及更多
机型，并向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客户
交付飞机。去年 3 月份，空客天津
A330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开工
建设，首批员工培训工作已在欧洲展
开。据悉，除发动机外，空客天津总装
线交付的A320已经有四分之一的零
部件实现了“中国造”，这意味着相当
大数量级的本地采购金额。去年 11
月份，空中客车宣布在深圳设立空中
客车中国创新中心，加速在航空领域
的创新，与中方共同打造未来飞行。

与此相应，波音也不甘落后，把
中国市场作为未来 20 年的主攻方
向。波音公司认为，到2036年，中国
将需要7240 架新飞机。波音民用飞
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卡利斯
特表示：“中国既是我们珍视的客户，
也是我们关键的合作伙伴。”2017
年，波音飞机全球交付量为 763 架，
其中交付中国的数量占四分之一以
上，达202架。波音交付中国的飞机
数量已连续 6 年超过 140 架，反映了
中国航空市场在波音公司全球战略
中的重要地位。去年 11 月份美国总
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波音公司与中方
签署了 300 架波音飞机的批量采购
协议，总价值超过370亿美元。

在拓展对华合作方面，波音公
司近期动作频频。去年 5 月份，波
音 737 飞机完工与交付中心在浙江
舟山开工建设。这是波音第一次将
737 生 产 系 统 的 一 部 分 延 伸 到 海
外，也是波音单通道客机在海外最
大的投资项目。该中心未来将以每
月 8 架至 10 架的速度交付飞机，预
计每年的交付数量约为 100 架。该
中心还负责飞机娱乐系统、座椅等
内饰安装、喷漆工作，以及飞机维
修及维护服务工作。同时，中航工
业航宇嘉泰生产的 737 座椅已正式
进入波音 737 总装线安装，天津波
音复合材料公司为波音 787 梦想飞
机 生 产 的 翼 身 整 流 罩 也 已 交 付
使用。图为一名男子在俄罗斯展位参观。 新华社发

科威特最大的博物馆群——谢赫阿卜杜拉·萨利姆文化中心日
前揭幕。据介绍，该文化中心占地约13万平方米，是科威特最大的
博物馆建筑群。图为观众观看星球运行轨道模型。

新华社记者 王 薇摄

匈牙利邮政公司6日在布达佩斯发行2018年中国狗年生肖邮
票。据悉，此次发行狗年生肖邮票小全张7万枚。图为一名邮票爱
好者在拍摄这套邮票。 新华社发

尼日利亚：

阿卡铁路运输忙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郭 凯

作为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和
非洲最大经济体，铁路对于尼日
利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最为
突出。不过，由于设备老化和管
理不善，到本世纪前期，尼日利
亚铁路运营几度陷入瘫痪。为
了改善这一局面，尼日利亚专门
制定了铁路现代化项目。其中，
全长 1315 公里的拉卡铁路，从
该国南部沿海城市拉各斯一直
连通到北部重镇卡诺，贯穿尼日
利亚南北。2016 年 7 月份，作
为整体计划的先行部分，全程
186.5公里、连接尼日利亚中北
部重要工业城市卡杜纳和南部
首都阿布贾的阿卡铁路正式投
入运营。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这条非洲首次使用中国标准建
设的铁路运营如何？在近日举
行的阿卡铁路中国新机车车厢
剪彩仪式上，人们找到了答案。

阿卡铁路自南向北先后经
过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尼日尔
州和卡杜纳州，建成通车后，从
阿布贾到卡杜纳仅需一小时左
右，极大地改善了阿布贾、尼日
尔州和卡杜纳州三地间公路交
通拥堵的状况，为当地百姓的出
行和货物流通提供了巨大便
利。该铁路运行500天以来，旅
客运输量达到 50 万人次，正点
率高达99%。由于时间有保证，
经济方便，很多百姓开始将阿卡
铁路作为日常通勤的首选交通
工具。由于机车和车厢不足，目
前现有运营能力已经无法满足
旅客的需求。因此，尼日利亚交
通部又从中国购买了两辆新机
车和 10 节空调车厢，期望通过
加开车次，提升运力，实现阿卡
铁路日常双向对开。目前，车次
已增加到每天四对，车厢由原来
的 4 个增加到 14 个，将大大满
足绝大部分乘客的日常通勤需
求，时速也将由原来的 90 公里
提高到150公里。

在机车交接仪式上，尼日
利亚总统布哈里对参与铁路建
设和运营的中国企业表示感

谢，认为阿卡铁路通车以来，这
一便利的交通方式为尼日利亚
百姓从卡杜纳到阿布贾通勤带
来了好处。尼日利亚政府将继
续实施其铁路现代化计划，将
国内主要城市和港口用铁路连
接起来。

修建阿卡铁路的是中国铁
建所属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
团公司，也是亚吉铁路的主要建
设者。继阿卡铁路之后，还将负
责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的
剩余部分。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非洲
第一条使用中国标准建设的铁
路，在阿卡铁路上，人们也能发
现很多重要而贴心的细节。在
施工技术上，阿卡铁路采用无缝
钢轨技术，运行更加平稳，噪音
小，方便旅客休息；在车厢设计
上，为了适应非洲人身材高大健
硕的特点，还特意对座椅加宽处
理。考虑到天气炎热，此次提供
的新车厢还专门配备了空调；在
信号保障上，考虑到当地缺电、
停电多发的情况，为了保证铁路
沿线通信信号系统正常工作，阿
卡铁路全程 9 个车站的每个车
站都配备了两台大功率柴油发
电机，以及大功率不间断电源，
保证在发电机停止工作的两个
小时内，仍能保持正常供电；在
技术培训上，40 多名中国技术
维护人员对 100 多名尼方运营
人员手把手地传帮带。正式运
营后，中方人员又对尼方人员实
行为期一年的技术辅导，包括列
车检查、调度、工程车调派、机车
维修等各方面，都由中方人员主
导，体现了中国技术人员的责任
心，也收获了尼方人员的信任和
好评。相信在中尼两国建设者
的共同努力下，尼日利亚铁路现
代化项目的后续工程将继续成
功推进。采用中国标准的铁路，
中国制造的机车与车厢，将为更
多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幸福和
便捷，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插上
腾飞的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