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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航客运量的不断

增长，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日

趋激烈，航空企业跨联盟合作

的热情也日益高涨。业内专家

认为，我国航空公司应充分利

用国外航空公司想进入中国市

场的特点，提高自己的话语权，

本着以我为主、互利共赢的原

则，构筑新型合作关系

南航“退群”，多家航企跨联盟合作——

航企“合纵连横”为哪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日前，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宣布，在加入天合联盟运营满 10 年
后，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退出该
联盟。一面是航企“退群”去联盟化，
另一面是跨联盟合作“橄榄枝”频
举：东航与寰宇一家联盟的澳航、日航
开展联营合作和代码共享，在 32 条中
日国际航线、10 条中日国内航线上实
现了代码共享；星空联盟的汉莎航空和
寰宇一家的国泰航空达成代码共享和常
旅客计划等合作。

面对航空公司“退群”，乘客如何保
障自身利益，去联盟化深层原因何在，跨
联盟合作又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虑，未
来各大航空公司将有怎样的合作发展趋
势？经济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业
内专家。

组成联盟协同发展

记者从南航获悉，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过渡期期间，
凡购买南航客票，并且旅行日期在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含）的旅客，均可享受
目前天合联盟同样的服务；南航已销售
的天合联盟产品及天合联盟成员公司销
售的南航产品，旅客仍享受同样的中转
服务、休息室服务、常旅客里程服务。过
渡期期间，南航将不再销售天合联盟套
票产品。南航建议持有南航积分的乘
客，计划用于兑换天合联盟其他公司航
班，或者持有其他公司积分，打算兑换南
航航班，尽快完成兑换。

当前世界上较知名的三大联盟为星
空联盟 （包括国航与深航、吉祥航
空）、寰宇一家 （包括中国香港的国泰
航空） 和天合联盟 （包括南航、东航、
厦航等），分别成立于 1997 年、1999
年和 2000 年。航空公司之所以形成联
盟，根本原因在于自身协同发展需要。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系教师朱新华告
诉记者，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球客运市
场份额中星空联盟占23.5%、天合联盟
占 19.3%、寰宇一家占 16.4%，三大联
盟合计占59.2%。

现代航空联盟的雏形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当时的全美航空

公司开通由其美国国内航线网络的3大
枢纽机场往返大西洋东岸的伦敦、巴黎
和法兰克福的新航线，通过成员间航班
代码共享方式，以低成本、短周期放大联
盟成员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

航空联盟内的成员可以通过代码共
享航班等方式共享航线网络，使跨国旅
客在转机时更方便；也可共用维修设
施、运作设备、职员，相互支援地勤与
空厨作业以减低成本。在广州民航职业
技术学院副教授綦琦看来，通过航班运
营和保障资源共享，有效降低联盟成员
的成本开支。通过枢纽机场的航班衔接
协作，增强了联盟成员在航班时刻安排
的灵活性和匹配性。通过在航空联盟内
推行旅客服务标准统一和对接，增强了
成员航空公司对旅客的服务保障和营销
竞争能力。

跨界联盟源于竞争

实现规模效益的同时，航空公司联
盟不稳定性日益凸显。航空联盟内的部
分大型航空公司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
虑，为新加入航空公司或者中小型航空
公司设置了非常严格的入盟条件，导致
中小型航企入盟所增加的额外成本远超
过入盟后的短期收益增量；联盟成员出
于自身在特定区域市场的竞争需要，与
联盟外的跨国航空公司开展国际业务合
作，航空公司去联盟化的趋势明显。“例
如，2017 年 3 月 28 日，南航和美国航空
签署协议，美航以 2 亿美元购入南航 H
股，双方计划在航线代码共享和地面设
施保障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香港国泰航
空和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在法兰克福也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优势互补航
线上实施代码共享。”綦琦介绍说。

究竟出于怎样的竞争需要？綦琦分
析说，南航在北美市场现阶段主攻方向
是北美的西海岸以及美国南部地区。南
航和美国航空实现双边合作，就是在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发力加密中美航线网
络、美国达美航空战略入股中国东方航
空的背景下，合作双方在现今中美航线
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情形下的“抱团取
暖”反应。

2017 年，达美、东航分别认购法航
荷航集团 10%的股份，建立了更深层次
的战略联盟关系。在东航与达美如此亲
密合作的背景下，南航与达美的航线合
作自然受阻。2017年，南航的国际航线
旅客运输量增速仅为 4.02%，不主动决
策，南航会越来越趋向于边缘化。因此，
南航“退群”并非偶然，航空公司在区域
市场互补短板的新需求是促成合作双方
跨联盟合作的重要动因。

此外，南航“退群”，增加了南航发展
中美航线的动力。国际航空的最大市场
将是北太平洋航线，南方航空和美国航
空已经在抢先强化合作。跨联盟合作
后，双方在中美航线的市场份额占比达
到 20%，将促进二者提高中美航线的话
语权。

南航离开天合联盟之后，业内人士
纷纷议论其有可能加入寰宇一家。据中
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艳
华分析，南航已经与寰宇一家的多位成
员形成友好合作关系，如果要加入寰宇
一家，需要向一位重要成员国泰航空征
求意见。“因为国泰航空是寰宇一家的创
始成员之一，而且在加拿大国际航空退
出后，国泰成为寰宇的 4 位拥有否决权
的创始成员之一。即便南航入盟获得大
部分成员的同意，但仍可能被国泰一票
否决。”李艳华说。

需求驱动开拓新路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航空
运输管理系主任赵桂红认为，我国航空
市场今后可能会呈现两种情况并存趋
势。一是航空联盟更加精干，实力更
强。盟内航空公司进一步精简，联盟合
作广度和深度更加深入，统一信息系统
平台、管理成本和联盟治理，联盟服务品
质和品牌效应等得以加强。二是新一轮
的兼并重组可能进一步引发联盟动荡，
无论从现实、还是从行业未来发展的分
析来看，现有的国际联盟都不是企业进
行跨国并购的动因，而且随着未来企业
并购的不断发展，现有的战略联盟格局
有可能由于股权合作环境改善而造成大
量全新机会以至发生结构性变化，甚至

分崩离析。
放眼全球市场，航空联盟的形成具

有时代局限性，其价值正在随着国际航
空业界新技术、新资本、新需求的不断涌
现而降低，将被更能满足旅客真实需求
的便捷直飞旅行、资本合作等全新合作
模式所取代，“合纵连横”的新路将拓展。

20 世纪 90 年代，支线喷气式客机
的问世引发了欧美航空市场“支线—干
线—支线”轮辐式航线网络的兴起，进入
21 世纪，以波音 787 和 A350XWB 为代
表的新一代远程宽体客机问世，其航程
基本可以满足旅客对全世界任意两点间
直达飞行的需求。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
和航空材料取得重大突破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彻底颠覆了之
前的国际航线网络规划，新技术正加速
促成“去枢纽化”的国际直达航线网络形
成。

快速崛起的三大海湾航企——阿联
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利
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在国外资本
市场上收购或参股众多国外航空公司的
战略，逐步构建起有助于其国际业务迅
速扩张的“航空股权联盟”，航空公司成
员可以进行联合培训、集中采购，从而实
现规模效益，降低成本，并在对外上实现
服务资源共享，共建销售渠道。在国内，
11月12日，东航宣布入股星空联盟的吉
祥航空，双方实现互相持股。在綦琦看
来，“股权联盟”不是最终的合作方式，还
会有新的合作模式涌现。

随着低成本航空公司在中短途航
空市场的全面占领并且毫无疲弱迹
象，欧洲和美国的大型航空公司寻求
在洲际远程甚至超远程市场的突破，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重
点关注的市场。

从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速来看，
每年大约以 13%的增速上涨，增速没有
呈现放缓趋势。到2020年，我国将会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运输市
场。“我国航空公司应当充分利用国外航
空公司想进入中国市场的特点，抓住要
害，提高自己的话语权，本着以我为主、
互利共赢的原则，构筑新型合作关系。”
李艳华说。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

2019年钢材产需可能双降
本报记者 周 雷

12月10日，“2019年中国和全球钢铁需求预测研究成
果暨钢铁企业竞争力评级”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冶金工业
规划研究院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我国钢材需求量预
计为8.2亿吨，同比增长12.6%；粗钢产量为9.23亿吨，同比
增长 11%。2019 年，我国钢材需求量为 8 亿吨，同比下降
2.4%；粗钢产量为9亿吨，同比下降2.5%。

记者注意到，今年得益于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和全球经
济增长的拉动，主要下游行业钢材消费量保持良好增长态
势，促进我国钢材整体消费量较快增长。预测数据显示，
今年钢材需求量（消费量）较上年增加 1亿吨，增幅高达两
位数，远超行业预期。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就此分析认为，今年
钢材需求量出现较大增幅，主要有 3方面原因：首先，房地
产以及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拉动钢材需求，今年 1月份至
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9325 亿元，同比增长
9.7％，明显高于 2017 年的 3.6％；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9.1％，明显高于 2017 年的 4.8％。其次，取缔“地条钢”
后释放的市场需求逐步纳入统计。2017 年以前，部分“地
条钢”产量未纳入统计，取缔“地条钢”后释放的市场需求由
合法合规的钢铁企业产品填补，今年粗钢产量数据在2017
年的基础上更加充分体现了这部分产量。第三，机电产品
出口快速增长，带动钢材间接出口增加。今年1月份至10
月 份 ，我 国 机 电 产 品 出 口 7.8 万 亿 元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20.3％，增速比2017年提高9.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之一是
部分企业赶在美国新一轮加征关税之前加紧出口，透支了
部分2019年的出口量。

“我们预测，2019 年我国钢材需求总量小幅下降。”李
新创表示，2019 年，我国经济发展将保持相对平稳增长态
势，机械、造船、家电、集装箱、铁道等行业钢材需求仍将保
持增长，但建筑、能源、汽车等行业用钢需求将出现小幅下降。

据悉，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采用消费系数法和下游行
业消费法进行预测，并对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加权计
算，预测2019年我国钢材需求量同比下降2.4%。

预测报告还显示，根据对全球及分地区经济发展与钢
材需求量分析，预计今年全球钢材消费量为17.07亿吨，同
比增长 7.6%；2019 年全球钢材消费量为 17.11 亿吨，同比
增长 0.2%。今年和 2019 年全球钢材消费格局变化不大，
其中亚洲消费比重仍然居全球首位，欧洲和北美洲分别居
第二位和第三位。

本报讯 记者黄鑫报道：在 12 月 6 日至 9 日举办的
“2018数字科技文化节·玉溪暨第十一届全国3D大赛年度
总决赛”上，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长吴忠泽表示，3D数字
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依托
先进的软硬件平台及各种通信高速路，正在创建一个万物
互联的数字世界，数字孪生、信息物理系统将不仅是现实物
理世界的虚拟映象，而且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领域。

“三维数字化制造应用前景广阔，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肩
‘大智移云’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沈
力平介绍说，天宫二号上装备的空间植物栽培与实验装置
的结构主体，构形复杂、要求严格，传统方式很难加工，最终
是采用3D打印方式制造的。

全国3D大赛组委会副主任、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
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郭源生表示，3D打印是三维数字化技
术的最终呈现方式，在完成制造前，更重要的是先完成三维
建模，并通过虚拟现实实现渲染效果图。

目前，我国 3D打印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
整体技术水平明显提高，部分制造工艺装备接近或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正从概念导入期步入快速发展期。3D打印技
术在消费电子业、航空业、汽车制造业、生物医学以及个性
化消费品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将大大提高制造业的生产
效率、生产精度，同时起到节材节能的良好效果。

目前，北京、陕西、广东、湖北、上海等地基本形成产品
设计、专用材料、关键器件、装备、工业应用等各个环节的完
整产业链条，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据玉溪市市长张德华介
绍，近年来，玉溪与华为、阿里云等知名信息化企业开展合
作，云计算中心、互联网产业园、玉溪双创中心启迪众创园
相继落成运营，华为、联通两大数据中心聚集玉溪，云计算
研发和应用企业已超过50户。

从概念导入期步入快速发展期

三维数字化技术应用前景广阔

2018年12月20日，安得拉邦森林发展有
限公司(Andhra Pradesh Forest Develop-
ment Corporation Limited)将通过电子标书
国际竞标的形式进行第一轮红木出售，共计
394.923 公吨。安得拉邦政府拥有此次红木
销售及出口的所有法律许可。

销售条款和相关信息详询下列网站：
http://www.apfdcl.com;
http://www.forests.ap.gov.in;
http://www.mstcindia.co.in;
http://www.mstcecommerce.com
日期：201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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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兼总经理

红木销售(第13期)公告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银保监局筹备组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曙光西里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22号楼101-

103单元及202B-205单元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85

许可证流水号：00590255

批复终止营业时间：2018年11月30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厦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5月0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9号21房间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73

许可证流水号：00455916

批复终止营业时间：2018年11月30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银保监局筹备组关于

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举

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江苏宝利嘉纺织有限公司等1户10,814.91万元债

权，截止日期：2018 年 11 月 8 日。其中：本金 7,490.85
万元，利息及孳生息 3,243.91 万元，其他债权 80.16 万
元。

二、预展时间、地点：2018年12月13日—14日电话
预约查看相关资料。

三、拍卖会时间、地点：2018 年 12 月 18 日 下 午
3：00在苏州市万盛街36号招银大厦3楼会议室。

四、竞买人须交纳拍卖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至以
下 账 号（户 名 ：江 苏 省 实 成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320006601010141103215；开户行：交通银行白下支
行）；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2018 年 12 月 17 日 下 午
4：00前，以到账为准。

竞买人须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机构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和自然人等受限制的受让主体”，也不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存在任何直系亲
属关系。

即日起接受咨询，办理竞买登记。
电话：025-86895888 18114666562
联系人：王先生
公司地址：南京市洪武路359号福鑫国际大厦36层

江苏省实成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北京通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S0008H21100000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51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2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杨庄南里甲66号

邮编：101100

电话：010-5299858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6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