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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疫情减少了人的流动和出行，但货物流通的需求不减 

航空货运需求与经济周期同步，近年来我国货运周转量整体呈

平稳增长趋势。疫情冲击下，经济运行受阻，航空货运需求理

应下滑，但疫情的特殊性在于，人口的流动被限制，但抗疫物

资和消费型需求被动上升。整体来看，疫情冲击以来货运需求

受冲击有限，2 月全国最大的航空货运枢纽上海机场其货邮吞

吐量仍保持正增长。 

 

2.历史级的供给缺口，航空货运运力下降超 40% 

相对平稳的需求下，此次运价上涨本质上是由供给阶段性出清

所带来的。中国航空货运市场极大地依赖于腹仓运力，2019年

腹仓货运量占我国航空货运量的比例达 68.4%。疫情期间，客

运航班量大幅下滑造就了历史级的供给缺口，国内、国际航班

执行班次不及去年同期的 40%、20%，我国国内、国际航空货运

运力下降均超 40%。 

 

3.量价齐升、成本优化，全货机赢来三击行情，圆通顺丰受益 

与航空客运企业类似，航空货运企业呈现典型的重资产、利润

波动大等周期性特点。2018年东航物流全货机毛利率 11%,而圆

通航空、顺丰国际业务均处于亏损状态。本次供给阶段出清行

情配合费用减免政策，全货机企业货运量、运价提升的同时单

位成本也受益于政策和规模效应持续下降，呈现较大的利润弹

性。航空运力极度稀缺的背景下，航空货运市场阶段性由买方

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拥有全货机的圆通、顺丰将从中受益。  

 

4.测算：中性预期下，2020年圆通、顺丰航空货运带来的归母

净利润增幅分别为 9.43%、6.77% 

圆通：中性预期下，航空货运业务将为圆通带来的收入、归母

净利润增量分别为 3.74 亿元、0.49 亿元，假设去年同期圆通

航空亏损约 2 亿，则 2020 年其归母净利润增量为 1.99 亿，同

比 2019归母净利润（WIND一致预期）的增幅为 9.43%。 

顺丰：中性预期下，航空货运业务将为顺丰带来的收入、归母

净利润增量分别为 17.36亿元、2.41亿元，假设去年同期顺丰

航空货代亏损约 2 亿，则 2020年其归母净利润增量为 3.24亿，

同比 2019归母净利润的增幅为 6.77%。 

 

风险提示：客改货航班大量投入、空难、涨价不及预期、需求

大幅下滑、海外疫情超预期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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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疫情影响，2 月亚洲航线航空货运运力大幅出清，供给指标可

用货邮吨公里（亚太航线）降幅达-17.7%，为近 10 年最大降幅。3 月

全球疫情蔓延后，民航局“五个一”政策（一航空公司、一个国家、

一条航线、一周、一个航班）进一步控制航空运力供给，国际客运航

班执行率低于 20%，预计 3 月可用货邮吨公里（亚太航线）将进一步

下滑。 

疫情减少了人的流动和出行，但货物流通的需求不减，供需错配

为航空货运行业带来了极大的价格弹性，截止 4 月 13 日，上海-欧洲

TAC 运价为 8.65 美元/公斤，较 3 个月前上涨超 3 倍。 

航空运力极度稀缺的背景下，航空货运市场阶段性由买方市场转

变为卖方市场，拥有全货机的圆通、顺丰将从中受益。 

 

图表1： 亚太航空货运运力供给 2 月出现大幅下滑（单位：%）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2 中国航空货运市场：疫情催生供给出清行情 

2.1 需求：短期冲击有限，整体保持平稳 

2.1.1 需求稳健，国际航空货运成为行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我国航空货运市场整体保持稳健增长：1990-2010 年，对外开放

带动我国经济高增长，同期民航货运量保持高速增长，CAGR14.58%；

2010 年后货运量增速换挡，步入稳健增长期，近五年 CAGR4.6%，增

速整体保持平稳。 

分结构来看，国内航线承担我国民航主要货运量，2019 年货运量

511.2 万吨，占比 67.87%。但随着近年跨境电商业务需求的爆发增长，

国际航线逐渐成为我国民航货运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国内航线和国

际航线近五年 CAGR 分别为 3.5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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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我国航空货运量 5 年 CAGR4.6%  图表3： 2019 年国内航线货运量占比 67.87%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 国内航线货运量 5 年 CAGR3.51%  图表5： 国际航线货运量 5 年 CAGR6.68%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2.1.2 经济周期决定航空货运需求，疫情短期冲击有限，中期航空货

运需求或有下滑压力 

需求与经济周期相关性较强，外部冲击导致需求增速下滑：复盘

2003 年，我国经济受冲击而外围国家受影响较小，非典期间国际航线

货运量受冲击有限，而国内航线货运量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大；复盘

2008 年，全球 GDP 增速下行，国内、国际航线货运量均受大幅冲击。

整体来看，航空货运需求整体呈现较强的经济周期性，外部冲击影响

经济景气度进而影响航空货运需求。 

 

图表6： 疫情冲击、经济下滑带动航空货运量下滑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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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疫情冲击有其特殊性，由于大量的疫情物资需要航空运力

配送，短期需求更加平稳。2020 年 1-3 月，上海、白云、深圳三大机

场国内货邮吞吐量下滑幅度虽然整体高于往年同期，但并未出现断崖

式下滑，且全国最大的航空货运枢纽机场上海机场 2 月国际货邮吞吐

量保证个位数增长，因此短期来看我国航空货运需求是相对平稳的。

但中期行业景气度则取决于全球经济的恢复情况，一旦全球经济景气

度下滑，航空货运需求也会存在下降压力。 

 

图表7： 三大机场货邮吞吐量短期受冲击有限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 三大机场国内货邮吞吐量增速下滑  图表9： 三大机场国际货邮吞吐量出现分化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2.2 供给：国内航空货运腹舱运力占比达 68.4%，当前运力缺口仍有

14% 

2.2.1 航空货运的供给形式：全货机、腹舱、客改货 

航空货运的供给形式有三种：全货机、客机腹舱、客改货（客机

作为货机使用），其中，腹舱是我国航空货运的主要运力来源，其 2019

年货运量占我国航空货运量的比例达 68.4%，顺丰和东航物流的腹舱

货运量占比亦都超过 50%。 

 

 

 

http://ipoipo.cn/


                                     
 

研究源于数据7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航空运输Ⅱ-行业专题报告 

 
 

图表10： 腹舱运力占顺丰、东航物流运力总量均超 5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我国航空货运市场格局（2018 年货运量口径） 

% 

资料来源：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方正证券研究所  
 

全货机方面，我国自有货机数量较少，仅 174 架，其中，顺丰航

空拥有全货机数量最多（截至 2019 年底，58 架），但较国际快递巨头

FedEx、UPS 仍存在较大差距。 

 

图表12： 我国自有货机运力较少  图表13： 我国主要航空货运量由腹舱完成 

 

 

 

资料来源：民航局、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民航局、方正证券研究所 
 

具体来看，全货机运力占比前五分别为顺丰、南航货运、国货航、

中货航和邮政航空，运力占比分别为 21.91%、18.50%、14.72%、

12.11%、9.08%。整体来看，快递企业仅顺丰、邮政、圆通拥有自营

全货机，其飞机类型以窄体机为主，分别拥有 58、31、12 架飞机，

运力占比分别为 21.91%、9.08%、2.94%。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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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内地航司运营全货机数量（加粗为宽体货机） 

 
资料来源：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方正证券研究所 
 

 

2.2.2 疫情影响下，航空货运供给侧历史级出清，国际货运运力下降

44% 

3 月全球疫情蔓延后，民航局出台“五个一”政策（一家航空公

司在一个国家保留一条航线，一周至多有一个航班）进一步控制航空

运力供给，极大限制了国际航班的出行，当前国际客运航班执行率低

于 20%，执行班次约为去年同期的 8.7%；国内客运航班执行率约为

约为 40%，执行班次约为去年同期的 41%，国际航班受冲击巨大。 

根据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国际

航线货运量腹舱占比为 48.6%，全货机占比为 51.4%；国内航线腹舱

约为 82%，全货机占比 18%。参考该比例，计算可得近期我国国内货

运运力下降约 48%、国际货运运力下降约 44%。 

 

图表15： 疫情以来国内航班执行率约 40%  图表16： 疫情以来国际航班执行率低于 20% 

 

 

 

资料来源：航旅纵横、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航旅纵横、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际航空货运运力大量收缩背景下，4 月 2 日，民航局鼓励客运

航司“客改货”来弥补当前全货机运力不足的局面，短期实现运力的

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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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近期客改货班机梳理 

 

资料来源：民航资源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考虑加班机情况，当前运力缺口仍有 14%。2019 年国际航线日

均货运需求 6722 吨，按照 2019 年国际航线中腹舱货运量占比 48.6%

测算，国际航线腹舱运力供给 3267 吨，航班满舱载货量均值 0.99 吨。

4.2-4.11，民航局已批复中外航司申请的定期客改货航班每周 656 班，

加班包机客改货航班总计 1685 班，则 4.1-4.15 客运航班满舱日均运力

349.75 吨，客改货日均航班运力 1685.62 吨（当前客改货飞机多为窄

体机，主流机型 B737-800 客改货后满载 10 吨，假设装载率 60%），

合计 2035.37 吨，相较今年 6386.11 吨/天（增速-5%）的需求量缺口

仍有 895.52 吨/天，占总需求的 14%，即每日仍需 149 班次 B737-800

客改货航班才能达到和去年同期相同的供给水平。 

 

图表18： 我国国际航运货运市场供给缺口测算 

 
资料来源：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方正证券研究所 
 

结论：疫情短期对航空货运的供给冲击较大，其中国内、国际航

空货运运力下降均超 40%，但运力大幅缺口不会长期持续，航空货运

的运力补充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客改货班机能够逐渐补充运力缺口。 

2.3 对于拥有全货机的快递企业，当前面临的是量价齐升、成本优化

的三击行情 

2.3.1 量升：3、4 月份全货机货量增长超 25% 

根据民航资源网披露，2020 年 3 月，全国完成货邮运输量 48.4

万吨，同比下降 23.4%，但全货机货运量逆势增长，共完成 25.3 万

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28.4%。 

综合考虑行业目前的供需背景，假设 2020 年国际航线日均货运

需求同比减少 5%，即为 6386.11 吨/天，综合考虑腹仓资源和客改货

班机运力 2035.37 吨/天，则当前所需全货机运量 4350.74 吨/天，同比

2019 年日货量 3455.22 吨增长 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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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价涨：欧美航线价格上涨近三倍 

截止 2020 年 4 月 13 日，由于供需错配，上海-欧洲、上海-北美

单价大涨至 8.65、6.95 美元/KG，相较 1 月 13 日的价格分别上涨 3.52、

2.28 倍。 

但暴涨的快递单价难以长期维系，按照当前 14%的供给缺口假

设，随着客改货加班机的增加，一货难运的问题或将逐渐解决，随着

后续全球复工进度的推进，货运单价即使上涨也应保持在合理范围

内。 

 

图表19： 国际货运航线报价近期大涨 

 
资料来源：TAC INDEX 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0： 3 月国际及港澳台快递单价上涨 14.7%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2.3.3 成本降：规模效应+政策减费降成本 

（1）政策降成本 

2020 年 3 月 9 日，民航局发布《民航局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有关支持政策的通知》，政策明确提出降低境内、港澳台地区及外

国航空公司机场、空管收费标准。一类、二类机场起降费收费标准基

准价降低 10%，免收停场费；航路费（飞越飞行除外）收费标准降低

10%。境内航空公司境内航班航空煤油进销差价基准价降低 8%。上

述降费政策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起实施，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另行通

知。 

根据东航物流 2018 年数据，起降费、航路费、燃油费分别占全

货航成本的 3.5%、3.4%、46.9%，合计占比 53.8%，这也也意味着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背景下，总成本下降约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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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效应降成本 

考虑全货机 25%的业务量增速，综合装载率有望从 50%的平均水

平提升至 60%-70%区间。以东航为例，装载率每提升 10%单吨成本下

降 3.2%。 

2.3.4 量价齐升、成本优化，全货机毛利弹性较大 

与航空客运企业类似，航空货运企业呈现典型的重资产、利润波

动大等周期性特点。2018 年东航物流全货机毛利率 11%,而圆通航空、

顺丰国际业务均处于亏损状态。 

低毛利率使得全货机业务对货运单价呈现较高的敏感性，以东航

为例，在载运率不变的情况下，单吨收入每上调 10%，其单吨毛利上

涨 90.7%，因此即使短期 1-2 个月的涨价行情对全货机企业的的毛利

贡献也是巨大的。 

 

图表21： 东航物流全货机毛利弹性较大 

 

资料来源：公司公司、方正证券研究所 

2.4 测算：圆通、顺丰受益几何？ 

圆通和顺丰是我国上市快递企业中自有全货机的企业。日常运营

中企业全货机以服务主业快递为主，对外服务为辅。但疫情冲击下，

为补充我国航空货运运力，圆通、顺丰 2020 年以来都加大了自身国

际航线的开拓力度。快递行业产能弹性较大，在保证自身快递运力的

情况下，圆通、顺丰部分全货机可优先用于国际航线盈利。 

 

图表22： 2020 年以来圆通、顺丰加大国际航线开拓力度 

 

资料来源：民航资源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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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 圆通国际航线主要集中于东南亚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4： 顺丰国内航线显著多于圆通  图表25： 顺丰国际航线主要集中于东南亚 

、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2.4.1 圆通：中性预期下，归母净利增幅为 9.43% 

业务开展假设：圆通12架飞机，9架（5架757-200F、4架 737-300F）

开展国际货运业务；悲观、中性、乐观预期下，每架货机每天分别安

排 1 次、1 次、1.5 次航班。 

装载率假设：考虑到疫情冲击，中性预期下，3-5 月、6-8 月、9-12

月圆通装载率分别为 80%、65%、55%。 

价格假设：使用东航物流 2018 年单吨成本和单吨收入测算。中

性预期下，假设 3-4 月货运单价上浮 20%，5 月单价上浮 10%，6-12

月价格保持稳定；成本方面，假设民航局降成本政策实施至 5 月底。 

结果：中性预期下，航空货运业务将为圆通带来的收入、归母净

利润增量分别为 3.74 亿元、0.49 亿元，假设去年同期圆通航空亏损约

2 亿，则 2020 年其归母净利润增量为 1.99 亿，同比 2019 归母净利润

（WIND 一致预期）的增幅为 9.43%。 

 

图表26： 中性预期下，航空货运业务将增厚圆通归母净利润 9.43%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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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顺丰：中性预期下，归母净利增幅为 6.77% 

业务开展假设：顺丰 58 架飞机，15 架（2 架 747-200F 等）开展

国际货运业务，悲观、中性、乐观预期下，每架货机每天分别安排 1

次、1.5 次、2 次航班。 

装载率假设：考虑到疫情冲击，中性预期下，3-5 月、6-8 月、9-12

月顺丰装载率分别为 80%、70%、60%。 

价格假设：使用东航物流 2018 年单吨成本和单吨收入测算。中

性预期下，假设 3-4 月货运单价上浮 20%，5 月单价上浮 10%，6-12

月价格保持稳定；成本方面，假设民航局降成本政策实施至 5 月底。 

结果：中性预期下，航空货运业务将为顺丰带来的收入、归母净

利润增量分别为 17.36 亿元、2.41 亿元，假设去年同期顺丰航空货代

亏损约 2 亿，则 2020 年其归母净利润增量为 3.24 亿，同比 2019 归母

净利润的增幅为 6.77%。 

图表27： 中性预期下，航空货运业务将增厚顺丰归母净利润 6.77%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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