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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都体现出了较好的防

御性。中小型民营航空抵御周期波动的原因是：1）运力调节快，单一机型调

配灵活，今年国际航线转国内航线效果显著，依靠航空内循环就可以实现盈

利；2）良性的资产负债表得以实现未来运力的可持续增长，以量补价维持正

增长；3）民营航空公司低成本的特征保证了其盈利的安全垫很大。疫情冲击

下，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业务量率先恢复，最先走出疫情。目前

华夏航空、春秋航空已迈过盈利拐点，吉祥航空已出现票价拐点。 

 2020-2025 年是下一个监管放松周期，中小航企将在十四五期间价量齐升。政

策导向扩大内需、时刻放量、运力增速超过行业水平，民航大众化的过程中

蕴藏着中小航司的巨大成长空间。以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成都天府等一二

线枢纽机场在 2019-22 年集中产能释放、中小航司时刻结构改善。2020 年 9

月 15 日，民航局发布政策放松枢纽航班准入，放开北上广最大航班量限制，

周期放松的信号逐步明朗。“十四五”期间将重演“十二五”行业监管放松周

期的故事：航空自由化、民航大众化为航空商业模式的创新打开了政策空间，

催化了中小航司的成长，人均乘机次数、民航出行比例将继续提升。 

 时刻放松、增速分化，优质民营航企有望实现市占率持续提升。在全行业运

力引进大幅放缓、大部分航企资产负债率高企的大背景下，民营航企在十四

五期间逆势扩张运力提升市占率。春秋航空在 11-16 年放松周期运力复合增

速 18.7%，在 16-19 年监管周期运力复合增速降至 12.8%，2020 年开始重回高

增长通道，预计 2020-2021 年公司合计引进 24-25 架 A320，未来 5 年运力的

增速和规模的扩张将持续高位。吉祥航空上市以来运力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预计 2020 下半年引进 6 架窄体机，21 年引进 4 架 787，8-10 架窄体机，持续

维持规模增速，同时宽体机盈利弹性有望显现。华夏航空是支线航空龙头，

航线网络广、独飞航线比例高。公司目前持有 40 架 A320 订单，加上此次关

于 ARJ21-700 和 C919 的订单共 140 架飞机，未来几年运力增长中枢有望保

持 20%以上，有力支撑公司的成长性。 

 春秋航空等民营航企将显著受益优质时刻带来的票价提升。17 年开启的航空

供给侧改革进入尾声，优质时刻释放将持续超预期，助力中小航企进入核心

枢纽，收入质量提升。从历史看，春秋航空的单机利润在 2000 万元/架/年附

近波动。在时刻瓶颈放松后，随着航线结构改善，票价和单机利润有望持续

上行，2019 年春秋国内票价为 0.376 元/客公里，对应单机利润为 1977 万元/

架/年，根据我们的敏感性分析：合理预期春秋航空 2022 年单机利润将达到

2227-3496 万元/架/年，弹性空间巨大。 

 投资策略：监管放松政策拐点显现，枢纽时刻放开+市占率提升，“十四五”

是民营航企的春天，价量齐升迎来黄金发展时代，继续强烈推荐。后疫情时

代，民营上市航企率先盈利，逆势扩张；在民航大众化、自由化的浪潮中，

天高任鸟飞，渗透率空间大。我们自 2020 年 7 月 18 日上调行业评级至“推

荐”。当前位置继续强烈推荐成本优势最明显、运力逆势扩张、枢纽时刻有望

大幅提升的春秋航空；推荐差异化定位、享受成本收入双弹性的吉祥航空；

推荐率先扭亏，规模增长确定性强的支线龙头华夏航空。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和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失衡，宏观经济增长失

速，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空难、恐怖袭击、战争、疾病爆发等不确定性事件 

 

 
＃title＃ 

监管放松周期开启，十四五是民营航企的黄金期 

 

＃createTime1＃ 
2020 年 9 月 17 日 

 

http://ipoipo.cn/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2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目  录 
前言 ............................................................................................................................ - 4 - 

一、上市中小航企基本面盘点：成长性与防御性兼备......................................... - 5 - 

1.1、规模增速快，成长性优秀 ........................................................................... - 5 - 

1.2、行业毛利未明显分化，小航普遍净利率高................................................ - 7 - 

1.3、防御性强，抵御周期波动 ........................................................................... - 9 - 

1.4、疫情冲击下业务恢复快，迎来业务扩张期.............................................. - 11 - 

二、多因素推动放松周期，政策拐点显现 .......................................................... - 14 - 

2.1、从历史看，监管在松紧交替中逐渐放松.................................................. - 14 - 

2.2、对比“十二五”期间：目前正是监管放松周期前夕 .................................. - 22 - 

2.3、2020 年 9 月民航局放松枢纽航班准入，拐点显现 ................................. - 24 - 

三、时刻放松、增速分化，小航价量齐升 .......................................................... - 25 - 

3.1、运力引进政策若放开，行业规模增速将继续分化 .................................. - 25 - 

3.2、机场投产潮+供给侧放松，利好小航收入质量提升 ............................... - 27 - 

3.3、时刻放松将带来盈利高弹性，票价低位的春秋持续受益 ...................... - 31 - 

投资策略 .................................................................................................................. - 36 - 

风险提示 .................................................................................................................. - 37 - 

 

图表 1、21世纪以来民航业管制周期——时间轴................................................. - 4 - 

图表 2、春秋航空机队复合增长率达 16.2%，前快后慢 ...................................... - 5 - 

图表 3、春秋航空 ASK 增速平稳较快 ................................................................... - 5 - 

图表 4、春秋航空旅客量同步增长 ......................................................................... - 5 - 

图表 5、春秋航空 RPK 随 ASK 上涨而上涨 .......................................................... - 5 - 

图表 6、国内航空公司定位分类 ............................................................................. - 6 - 

图表 7、吉祥航空 ASK 地区拆分 ........................................................................... - 6 - 

图表 8、吉祥航空机队增速 ..................................................................................... - 6 - 

图表 9、华夏航空 2020 年上半年票价逆势提升 单位：元/客公里 ..................... - 7 - 

图表 10、支线竞争格局图 ....................................................................................... - 7 - 

图表 11、春秋、吉祥、华夏净利率在行业领先 .................................................... - 8 - 

图表 12、行业毛利率未出现明显分化 ................................................................... - 8 - 

图表 13、春秋吉祥华夏毛净差较低 ....................................................................... - 8 - 

图表 14、春秋航空 16 年后将国内高客座率变现................................................ - 10 - 

图表 15、民航拐点示意图（7 月中旬） .............................................................. - 11 - 

图表 16、民航拐点示意图（9 月中旬） .............................................................. - 11 - 

图表 17、民营航空流动资产充裕 ......................................................................... - 12 - 

图表 18、春秋航空负债率较低 ............................................................................. - 12 - 

图表 19、2019 年主要公司成本与收益情况 ........................................................ - 12 - 

图表 20、行业收益成本占比分析 ......................................................................... - 12 - 

图表 21、全民航月度亏损幅度逐渐减小（亿元） .............................................. - 12 - 

图表 22、民航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 - 12 - 

图表 23、航空公司月度国内客座率 ..................................................................... - 13 - 

图表 24、航空公司国内月度 RPK 同比 ................................................................ - 13 - 

图表 25、2020上半年航司航班量排名变化 ........................................................ - 13 - 

图表 26、春秋、吉祥 2020夏秋时刻和国内 ASK增速领先行业 ........................ - 14 - 

图表 27、促进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 - 15 - 

图表 28、供给侧政策文件梳理 ............................................................................. - 16 - 

图表 29、从我国民航业 CR4 看集中度下降的长期趋势 .................................... - 16 - 

图表 30、全国交通出行比例（旅客量口径）...................................................... - 18 - 

图表 31、人均出行次数（单位：次/年） ............................................................ - 18 - 

图表 32、海外国家放松管制都造成了航空业的快速发展 .................................. - 19 -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3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图表 33、1997 年后，瑞安航空机队规模迅速提升 ............................................. - 21 - 

图表 34、瑞安航空国内航线图 ............................................................................. - 22 - 

图表 35、促进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 - 23 - 

图表 36、13年放松周期需求增速与 GDP增速背离 ............................................. - 23 - 

图表 37、航空公司运力限制 ................................................................................. - 25 - 

图表 38、国内主要航司停场情况（2020年 9月 12日） ................................... - 26 - 

图表 39、国内主要航司停场变化趋势 ................................................................. - 26 - 

图表 40、三大航静态座位数增速（增速为扣除 737MAX口径） ........................ - 27 - 

图表 41、全民航时刻增速拆解 ............................................................................. - 27 - 

图表 42、航班正常率逐年提升 ............................................................................. - 28 - 

图表 43、空管造成航班延误比例逐年下降 ......................................................... - 28 - 

图表 44、民航十三五规划目标 ............................................................................. - 29 - 

图表 45、民航时刻分配具体规则 ......................................................................... - 29 - 

图表 46、时刻增长流程 ......................................................................................... - 30 - 

图表 47、大兴、首都时刻增长即将开始 ............................................................. - 30 - 

图表 48、近期机场项目盘点 ................................................................................. - 30 - 

图表 49、春秋航空国际航线于 14-16 年爆发 ...................................................... - 32 - 

图表 50、春秋航空 16 年后将国内高客座率变现................................................ - 33 - 

图表 51、国内航司单机利润（百万/架/年）...................................................... - 34 - 

图表 52、国内航司票价水平 ................................................................................. - 34 - 

图表 53、全国主要航线 2019年平均客公里收益 ................................................ - 35 - 

图表 54、春秋航空 19/20冬春航线分布比例及预测 .......................................... - 35 - 

图表 55、春秋航空单机净利润（万元） ............................................................. - 35 - 

图表 56、盈利预测与估值 ..................................................................................... - 36 -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4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报告正文 

前言 

2020 年 9 月 15 日，民航局发布《关于 2020/21 年冬春航季国内航线航班评审相关

工作的通知》，放松了枢纽航班准入、放开了北上广最大航班量限制，随着经济内

循环不断推进，政策面的放松已经开始。结合以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成都天府

等一二线枢纽机场在 2019-22 年集中产能释放，“十四五”期间民营航企将迎来春

天，我们判断中小航企将充分受益这个过程。  

 

从收益类型拆分，大航β属性更强，小航α属性更强。大航运力已经接近不经济

边缘，占据枢纽时刻，高票价高成本，运力增速低，属于高弹性，周期性强的β

品种。小航则多数为低票价低成本，运力增速快，枢纽时刻受限+错位竞争，造就

低票价、较低成本。由于本身较小的体量和优秀的管理，在规模扩张中能维持票

价、成本的稳定，规模的扩张带来业绩的稳步提高，拥有较大的内生增速α。 

 

关于大航小航对应的不同政策预期，我们一直坚持：“监管周期看大航，放松周

期看小航”。大航和小航、国企和民企，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航空市场。由于企业性

质、资源禀赋、发展定位的不同，两者的竞争模式和生态都有显著不同。监管较

严时大航坐拥优质时刻和成熟航线，对比小航有显著超额收益，而较松的监管有

利于小航快速提高运力、进入枢纽，将推动公司价量齐升。 

 

展望未来，监管放松周期即将到来。政策导向扩大内需、时刻放量、运力增速超

过行业水平，小航将在十四五期间跑赢行业，价量齐升α属性明显。建议持续关

注枢纽机场产能释放、中小航司时刻结构改善，验证周期放松的信号。 

 

图表 1、21世纪以来民航业管制周期——时间轴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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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中小航企基本面盘点：成长性与防御性兼备 

1.1、规模增速快，成长性优秀 

中小航司有持续增加运力、扩大规模的需求，长久以来规模都保持较快增速，成

长性突出。春秋航空成立以来处于持续的规模扩张期，规模、业务量保持高增速。

2011-2019 年，公司机队的复合增长率达 16.2%，其中，在 11-16 年放松周期阶段

运力复合增速 18.7%，16-19 年由于遭遇监管周期运力复合增速降至 12.8%，，2020

年开始重回高增长通道，预计 2020-2021 年公司合计引进 24-25 架 A320，且在疫

情冲击下也将尽量引进运力，保证了未来 3-5 年运力的增速和规模的扩张。 

 

 

图表 2、春秋航空机队复合增长率达 16.2%，前快后慢 图表 3、春秋航空 ASK增速平稳较快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4、春秋航空旅客量同步增长 

 

 

图表 5、春秋航空 RPK随 ASK上涨而上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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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国内航空公司定位分类 

 
资料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吉祥航空是定位与低成本和网络型航空之间的差异型航空，其产品的主要特征是

服务和定价都介于低成本航空和网络型航空之间。公司上市以来，运力增速保持

平稳较快，预计 2020 下半年引进 6 架，21 年引进 4 架 787，窄体机 8-10 架，持

续规模增速，同时宽体机盈利弹性有望显现。 

 

图表 7、吉祥航空 ASK 地区拆分（单位：百万座公里） 图表 8、吉祥航空机队增速 

 
 

资料来源：民航局、空管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华夏航空是支线航空龙头，航线网络广、独飞航线比例高。目前，华夏航空共运

营 38 架 CRJ900 及 12 架 A320 飞机，平均机龄仅为 3.93 年。公司目前持有 40 架

A320 订单，预计每年交付 5-7 架，加上此次关于 ARJ21-700 和 C919 的订单共 140

架飞机，若在 7 年内引进完成，平均每年将引进 20 架飞机，未来几年运力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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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有望保持 20%以上，有力支撑公司的成长性。 

 

图表 9、华夏航空 2020年上半年票价逆势提升 单位：元/客公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10、支线竞争格局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2、行业毛利未明显分化，小航普遍净利率高 

行业毛利率较为趋同，国航票价更高毛利率领先，而小航由于补贴和成本控制导

致净利率处于领先。春秋航空是一家“向内要利润”的公司，成本管控做到了极

致，在毛利率与行业齐平的情况下，净利率处于行业前列。公司由于拥有成熟的

电商机票销售渠道和优秀精细的管理，毛净差一直处于行业低位，显示出公司强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8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大的销售和管理能力，随着公司运力下沉、国际航线规模扩大，补贴逐年升高，

毛净差进一步下行为负数。吉祥航空作为票价较高（与民营航司相比）、成本较低

（与三大航相比）的轻奢航空，毛利空间相对较大。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吉祥航

空毛利率仅次于国航，净利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华夏航空受支线模式影响，高成

本高票价。由于有补贴计入其他收益，毛净差处于行业低位，净利率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 

 

图表 11、春秋、吉祥、华夏净利率在行业领先 图表 12、行业毛利率未出现明显分化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13、春秋吉祥华夏毛净差较低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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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防御性强，抵御周期波动 

中小型民营航空能够抵御周期波动的原因是：1）运力调节快，单一机型调配灵活，

今年国际航线转国内航线效果显著，依靠航空内循环就可以实现盈利；2）良性的

资产负债表得以实现未来运力的可持续增长，以量补价维持正增长；3）民营航空

公司低成本的特征保证了其盈利的安全垫很大。疫情冲击下，春秋航空、吉祥航

空、华夏航空业务量率先恢复，最先走出疫情。 

 

以春秋航空为例，上市后春秋航空的经营经历了外部事件、监管转向、时刻瓶颈

等不利因素，但公司凭借以上三点优势，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速。 

 

第一阶段为高速发展期 

从公司成立到 2014 年。尽管国内民航业遭受金融危机、油价高涨的影响，经历了

民营航司倒闭潮，但公司凭借成本优势逆势扩张，规模快速上升。此阶段公司以

扩充运力为优先，运力持续高速增长。低成本细分市场需求旺盛，故客座率保持

高位，票价稳定。 

 

第二阶段为国际线爆发期 

对应时间为 2014-2016 上半年，高铁与民航在国内市场形成一定竞争，此时公司

的战略中心聚焦在拓展国际线业务，国际运力迅猛增长，带动国际收入比例不断

攀升至 42.3%。本阶段国际航线大幅增长。在此之前的 2012-2013 年，受日本地

震和钓鱼岛事件影响，中国赴日旅游市场整体低迷，中日航班受此影响，客座率

一度跌至 40%。13 年下半年开始，赴日旅游逐渐恢复，2014 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

同比增长了 84%，2015 年同比增长 104%，达到 499 万。 

 

在此阶段，春秋航空从二三线城市开辟了大量直飞日本和韩国和泰国短途国际航

线。公司抓住了中日旅游的快速恢复期，大量投放运力，并在二三线机场开辟大

量日韩国际航线，获得了大量政府补助，变相解决了枢纽机场时刻瓶颈的问题。 

 

第三阶段为以量换价、下沉发展时期。 

从 2016 年三季度到 2019 年，国内供给侧改革如火如荼，国内优质时刻增量被锁

住。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日益过剩的行业供给以及竞争加剧、需求增速放缓，使

得行业票价持续下降。公司在总运力高速增长的同时，选择在国际线减少新增运

力，从而维持现有票价，同时将多余的运力在国内下沉，通过航线补贴争取收益。 

 

国内航线方面，2017、2018 年受一线机场新增时刻资源稀缺影响，公司持续向二

三线市场投放运力，国内市场被迫下沉。大部分新增运力投放至二线基地石家庄

正定机场和沈阳桃仙机场，同时于 2016、2017、2018 年分别新设基地扬州扬泰机

场和宁波栎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国内客公里收益较去年同期涨幅为 0.9%，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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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客公里收益提升幅度较往年有所收窄，但客座率表现明显回升，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达到 92.5%。 

 

国际航线方面，公司接连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国际扩张陷入停滞。2017 年，韩国

航线受到萨德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运力下降 26.6%，2018 年事件影响趋减，运

力投放有所恢复，2018 全年运力投放增长超过 30%。2017 年，泰国市场增速达

11.6%，2018 年增速仍达到 40.7%。公司在曼谷、普吉和清迈均获得新增时刻，

但 2018 年 7 月普吉沉船事件对下半年市场需求产生较大影响。日本航线由于二三

线城市需求下降，运力整体呈收缩态势。随着外部事件的逐步平息，2019 年国际

需求逐步恢复，国际客公里收益较 18 年同期微降 0.1%，同时客座率表现上佳，

同比提升 4.9 个百分点，达到 90.1%，重回 90%以上的客座率水平。 

 

收益方面：2016 年运力引进到位时遇到国内外突发事件和政策冲击，影响了业绩，

也使股价大幅下降。但公司在收益管理方面的尝试收效显著，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尽管此时国内枢纽机场时刻增速放缓，国际需求受冲击有所降低，但 2017 年起，

公司开始尝试针对国内成熟航线尝试进行收益管理优化，实现高客座率的有效变

现。2017 年，国内客公里收益涨幅达 13.5%，而客座率仅下降 1.3 个百分点。2018

年全年国内客公里收益增长 7.8%，而客座率仅下降 1.3 个百分点。国际及地区航

线也呈现较明显的以量换价特点，用客座率的小幅下降换得整体收益的提升。

2017 年国际及地区客公里收益较去年涨幅分别达到 2.2%和 3.9%，客座率分别下

降 1.04 个百分点和 6.46 个百分点。2018 年，国际及地区客公里收益较去年涨幅

分别达到 5.7%和 3.4%，客座率分别下降 2.2 个百分点和上升 0.4 个百分点。 

 

图表 14、春秋航空 16 年后将国内高客座率变现（票价单位：元/座公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11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总结：从春秋发展阶段来看，哪怕国际外部事件、国内供给侧改革的出现使得公

司业绩短期受到压制（在 16-17 年外部事件的影响下，运力引进与需求不同步，

市场条件好时运力不足，运力引进到位时遇到国内外突发事件和政策冲击，公司

通过以价补量方式进行了调节），但更凸显了春秋航空的成本优势和管理优势，防

守性突出。春秋航空一直凭借自身成本优势和管理优势对抗突发事件，具体来说，

灵活安排运力、以价换量、下沉至低线市场等手段都是春秋航空的“独门秘笈”，

也是春秋航空生存至今、不断扩张的最大倚仗。而其他航司受限于成本结构、机

队构成、管理模式等因素，无法迅速对市场进行反应，更倾向于“看天吃饭”。 

 

1.4、疫情冲击下业务恢复快，迎来业务扩张期 

如 1.3 所言，中小航司的经营特质决定了在外界冲击下表现强于行业，本次疫情

更凸显了这一优势。目前民营航司恢复进度领跑行业，我们推断，在本次暑运行

情中，春秋、吉祥、华夏已经迈过盈利拐点，其中华夏航空接近盈利弹性拐点。 

 

春秋航空低成本、低票价优势突出，供需恢复情况大幅领先行业。根据 2019 年

年度数据，春秋航空座公里收益（含补贴）较东航、南航、国航分别低 17%、13%、

19%，单位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低 23%、24%、23%，剔除折旧、人员成本等的可变

成本较分别低 19%、24%和 21%，在边际成本定价下，春秋航空的定价空间都远

高于行业平均。从今年运行来看，春秋航空的供需恢复情况也大幅领先行业。此

外，从现金和负债率情况，春秋航空情况也明显好于行业，未来抵御风险的能力

更强。 

 

民营航司经营更审慎，业务量、现金流恢复快。目前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

航空的流动资产都占总资产的 20%以上，优秀的现金流短期能帮助抵御风险，稳

健支持公司的长期规模扩张。 

 

图表 15、民航拐点示意图（7月中旬） 图表 16、民航拐点示意图（9月中旬） 

  

资料来源：民航局，交通运输部，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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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民营航空流动资产充裕 图表 18、春秋航空负债率较低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19、2019 年主要公司成本与收益情况 

 

 

图表 20、行业收益成本占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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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21、全民航月度亏损幅度逐渐减小（亿元） 

 

图表 22、民航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资料来源：民航局，交通运输部，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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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航空公司月度国内客座率 图表 24、航空公司国内月度 RPK同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25、2020上半年航司航班量排名变化 

航空公司 航班量 排名同比变化 备注 

南方航空 213271 +1 三大航 

东方航空 199789 -1 三大航 

中国国航 136546 持平 三大航 

深圳航空 75233 +1 国航系 

厦门航空 74206 +1 南航系 

海南航空 63720 -2 被接管 

四川航空 63485 持平 地方国企 

山东航空 61042 持平 国航系 

春秋航空 54040 +1 低成本龙头 

华夏航空 46458 +1 首次进入前 10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在 2020 年夏秋航季国内时刻临时管理模式下，航空公司被允许将国际航线时刻

转回国内，各航司的国内时刻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根据 4 月底发布的预先飞行计

划看，南航、国航、东航、春秋、吉祥九元国内时刻分别同比增长 10%，12%，

12%，46%，18%，时刻的高增长是国内航线增长的保障（春秋 2020 年 8 月实现

国内 ASK 正增长 50.32%），国内时刻的获取有一定难度： 

1. 与国内时刻成对出现不同，国际时刻是单一时刻，需要将新增时刻和已有

航网有机结合，再择优开航。如不能有效匹配，可能需要向有官方申请时

刻调换，工作量较大。 

2. 即使新增时刻与已有航网能成功匹配，受限于国内低迷的需求以及成本、

收益、保障能力等实际原因可能无法顺利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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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实现了业务量的率先恢复，体现

出中小航的顽强生命力。春秋航空 8 月的国内 ASK 同比增长 50.3%，国内 RPK

同比增长 34.6%，对新增的时刻资源进行了利用。总业务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九

成，领先行业。 

 

临时管理模式下，春秋航空、吉祥航空新增大量枢纽时刻。在业务量较快回升的

同时，临时管理模式带来的新增枢纽时刻进一步增加，春秋航空用新增的枢纽时

刻与新进入的机场对飞，能有效防止收益水平的下滑。 

 

图表 26、春秋、吉祥 2020夏秋时刻和国内 ASK增速领先行业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二、多因素推动放松周期，政策拐点显现 

2.1、从历史看，监管在松紧交替中逐渐放松 

我国的民航政策经历多个松紧交替的周期，政府不断在自由化和管制中寻求平

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民航业的自由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民航业由于早年政策以保护为主，航司的管理能力未经市场考验，屡屡出现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下面我们分数个阶段对我国民航自由化的历程

进行梳理。 

 2.1.1、历史监管周期梳理 

1980-2000：从政治为主，计划经济到政企分离，市场运作 

在 1980 年前，中国民航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民航总局权力较大。1962 年 4 月，

中央决定将民航总局由交通部转为国务院直属，业务、党政、人事等大权交由空

军负责管理。这段时间内民航发展受政治、经济影响较大。据数据统计，1978 年，

旅客运输量仅 231 万人，周转量 3 亿吨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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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民航脱离军队建制，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此时的中国民航局既是主管

民航事务的政府部门，又能直接经营航空运输、通用航空业务。下设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兰州（后来的西安）、沈阳 6 个地区管理局。 

 

1987 年起民航实行政企分离，成立了 6 家骨干航空公司，分别是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西北航空

公司、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公司间平等竞争、自负盈亏。 

 

2002-2007：从监管放松到野蛮生长 

2002 年 3 月，民航局推动重组，形成了目前三大航的格局。同时推动机场政企分

离，属地管理。2004 年，民营航空元年。航空运输自由化的理念盛行，在这个背

景下，民航运输向民营资本开放，陆续有春秋、吉祥、奥凯、东星航空、鹰联航

空等一批民营航空涌入民航市场，后续出现了一批亏损倒闭。 

 

2007-2013：内外因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 

2007 年 7 月再次收紧，民航局下发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 2010 年暂停受理新

设立航空公司的申请，对已受理的申请严格审核，每年批准筹建的数量不超过 3

家”。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许多航空公司大幅亏损，国家只对国有航空注资，导致民

营航空 09-13 年间不断倒下或被兼并，失去独立运营地位。 

2010 年，伊春“8·24 空难”的发生，令新设航空公司的申请之路再次被堵死，

继续暂停受理新设航空公司申请的规定，被无限期延长，大多筹建航企都选择了

退出。 

 

2013-2016H1：再度放松，低成本腾飞 

主要政策：民航业在 2007-2013 年间经历了一波民营航司的出清，监管部门于 2013

年放开新设航空公司的限制。2013 年民航局出台政策取消票价下行限制，实质上

扩展了低成本航空的生存空间。2014 年出台《促进低成本航空市场发展的指导意

见》，在政策上予以鼓励，同年有一批航空公司宣布转向低成本运营。与此同时，

国际航线爆发。（详见 1.2 部分） 

 

图表 27、促进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机队增长 适当调高机队规划增速，支持发展较好、安全基础扎实的航司快速壮大 

航线、时刻分配 营造宽松的航线准入环境，改进时刻分配政策 

市场门槛 进一步降低设立低成本航空的门槛，简化审批手续 

服务项目 
修订民航客货运规则，对部分服务标准不在强制规定，允许适当简化服务，

支持差异化服务拓展 

基础设施 

研究制定低成本航站楼建设行业标准或建设指南；支持机场将老旧航站楼

改造为低成本航站楼，或新建低成本航站楼，鼓励机场针对低成本航空完

善相关配套设施，简化乘机流程。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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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十三五期间政策趋严 

2016 年民航局发文，要求加强新设航空公司市场准入管理： 

严格资源保障能力评估。加强对新设航空公司拟使用基地机场的空域资源和地面

保障能力的评估，具备相应保障能力的，方可批准新设航空公司； 

 

严格限制在繁忙机场运营的主基地航空公司数量。旅客运输量 1000—3000(不含)

万人次的机场，主基地航空公司原则上不超过 3 个，3000—5000(不含)万人次的

机场，主基地航空公司原则上不超过 4 个，5000 万人次以上的机场，主基地航空

公司原则上不超过 5 个； 

 

严格专业技术人员审核。加强对新设航空公司机长等关键专业技术人员的审核，

自有飞行机组数量、资质应符合相关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图表 28、供给侧政策文件梳理 
发布时间 文件 主要内容 

2007-8-7 《民航局时刻管理暂行办法》 划分了民航局和各个地区管理局在航班时刻管理中的作用，明确了航

班时刻协调的流程 

2009-12-27 《关于进一步做好航权航班和时刻管理

工作的通知》 

国内航权、航班许可进一步实行分级管理。民航局负责北京、上海、

广州三大城市四个机场的航权和航班审批许可，其余机场的航权和航

班审批许可由相关地区管理局负责。 

2010-03-21 《机场容量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了机场容量评估的原则、一般程序和基本要求， 

2016-5-20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 民航局第一部规范航班正常工作的经济类规章，从航班正常保障、延

误处置、旅客投诉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各个方面，进一步明

确了航空公司、机场、空管等航空运行主体的责任，为维护乘客合法

的权益、保障正常航空运输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6-5-25 《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航改革工作的意

见》 

疏解北京、上海、广州等机场非国际枢纽功能，以北京首都机场为试

点，研究制定大型国际枢纽航班分流补偿机制，优化航权、航线、航

班时刻结构，增加国际航线覆盖面和国际中转比例。提出建立空管运

行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机制。明确未来一段时期军民航深度融合发展方

向，进一步健全协调机制，完善工作程序，形成军民航职责明确、运

行高效、监管有力、共赢发展的良好格局。 

2017-03 《2017 年航班正常考核指标和限制措

施》 

对航空公司、机场、空管部门这三个主要生产运营单位分别提出了航

班正常考核指标和限制措施。 

2017-05-01 《机场时刻容量评估技术规范》 对机场时刻容量评估技术方法和评估技术过程进行了规范。 

2017-8-22 《国际航权资源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2017-09-22 《关于把控运行总量调整航班结构 提

升航班正点率的若干政策措施》 

对航班时刻安排进行运行总量控制和航班结构调整，旨在进一步提升

民航航班正点率。 

 

数据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1.2、大众化带来的集中度下降是长期趋势 

 

图表 29、从我国民航业 CR4 看集中度下降的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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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航局，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CR4 为 RPK 口径 

 

民航大众化，最早被提出是在 2008 年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作为民航强国的

三大战略之一。三大战略分别为：持续安全战略、大众化战略、全球化战略。根

据民航强国战略，实施大众化战略，就是使民航从提供高端性消费向满足大众经

济型消费扩展，让社会大众能够享受到安全、便捷、经济的航空客货运服务，提

高民航服务的覆盖能力，实现“县县通、及时达”。民航局的中期目标是：到 2030

年，力争满足旅客运输量约 15 亿人次的市场需求；民航稳定成为大众化的出行方

式；航空消费者对民航服务的满意度达到较高水平。 

 

民航大众化的过程中蕴藏着中小航司的巨大空间。 

1. 目前我国 13 亿人口，每人每年乘机 0.25 次，距离美国有较大差距。春秋、

吉祥、华夏瞄准各自的差异化市场，拥有巨大空间。从全民航角度来说，低

成本航空、轻奢航空、支线航空与传统全服务航空在商业模式、航线网络、

核心客户等方面重叠和竞争较小，这样的差异性能弥补全服务航空之外市场

定位的大片空白，是实现民航大众化不可或缺的新引擎。 

 

2. 民航大众化的另一内生动力是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需求

不可小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四线城市的民航需求将迎来爆发增

长，低成本航空作为承接三四线城市消费升级、承接一二线城市因私需求增

长的排头兵，未来增速将持续超过行业。随着消费升级，人均出行距离将继

续增长，出行方式比例上，铁路、航空将继续蚕食公路水路出行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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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全国交通出行比例（旅客量口径）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31、人均出行次数（单位：次/年）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1.3、国际经验：民航自由化、放松管制将长期利好中小航企 

对比国际航空市场的发展情况，我们得知： 

1. 航空自由化（放松管制、航线资源分配机制市场化）为航空商业模式的创新

打开了政策空间，催化了中小航司的成长。 

2. 在民航市场的成长中，消费需求逐渐分化，为航空商业模式的变革奠定了市

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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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航空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民航自由化发展、打破垄断的必然结果，而中小

民营航空的发展也反过来推动民航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在一轮一轮的自由化浪潮

中，限制小航发展的枷锁逐渐被打破，各种创新接连发生。例如低成本航空，作

为民航自由化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将在新的自由化过程中迸发新的生命力。 

 

放松航空管制是中小民营航企发展速度的一大驱动因素。民营航空的业务模式创

新需要政策的推动和鼓励，例如降低票价、简化服务、多元化销售等创新都是由

监管的放松和鼓励推动的。另外，国外政府颁布了专门针对中小航企（包括低成

本航空和支线航空）的行业政策，而中国国内低成本、支线和传统航企是同一套

体系，在运力引进、航班计划编排、票价水平、运价、辅营收入、服务标准等方

面，未来还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 

 

从国外民航业发展经验来看，民航自由化（监管放松）政策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1. 放松行业准入门槛 

2. 放松运价管理 

3. 国际航权谈判 

 

以上三点对中小航企的发展至关重要。放松运价管理，使得中小航司有自由定价

的空间，是抢占市场的必要条件。放松行业进入门槛，保证了行业的竞争，促进

资源分配的公平和高效，能推动中小航企加速发展。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在转向自由化政策后，民航发展水平有长足进步，且低成本航空等新模式

不断发展壮大。国际航权的谈判放松也能促进中小型航企的发展，例如春秋航空、

天津航空、吉祥航空等公司在 2014-2016 年航权的放松过程中抓住机会，快速增

加了国际航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图表 32、海外国家放松管制都造成了航空业的快速发展 

时间 自由化事件 结果  

1978 美国实施航空业放松管制 
成立了具有全国航线网络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并快速发展 

1980 
英国放松管制，增加行业竞争，放

松核心机场准入 
英国民航快速发展，国内市场分化 

1994 
印度在国内实施放松管制，允许民

营航司进入市场 

印度国内成立了许多低成本航空公司以及一 

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提供全面服务的航空公司 

1995 巴西放松了国内航空业管制 
诞生了一些低成本航空公司，包括目前规模 

巨大的 GOL 

1997 欧洲对全球实施单一航空市场 
诞生了如瑞安、易捷等全球领先的低成本公司； 

运输量大幅增长；形成了欧洲新的枢纽机场。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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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市场的自由化推进情况看，自由化迅速降低了行业门槛，政策和资源分配

不断向中小航司倾斜，宽松的政策环境、灵活的定价政策推动了航空市场的壮大

和发展。许多小航抓住机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航空巨头。下面将从美国、

欧洲两方面进行自由化政策的梳理。 

 

美国 

1938-1978：管制阶段 

1938 年前，美国的民航业处于自由竞争状态，竞争相对激烈，价格时常大幅度下

降。1938 年美国议会通过了《民用航空法》，成立了管理民航经济事务的民航局

（CAA），主要监管航空公司的资格、航线协议、航空定价、企业合并的审批等，

1940 年 CAA 改名为民航委员会（CAB），这象征着美国航空业进入管制时代。管

制主要出现在三个方面： 

1. 禁止企业合并 

2. 控制运价和收入 

3. 严格限制新企业的进入 

据统计，1938-1978 年间共有 80 家航司申请进入航空业，但没有一个公司被允许

进入干线市场。此时全美九成重要航线被航空公司垄断，大多数重要航线只有 2-3

个承运人。西南航空成立于 1968 年，此时为规避监管，不得不把经营范围收缩在

德克萨斯州，但即使如此也受到当地大航司的反对，直到 1971 年才正式开航。 

 

1978 至今：自由化推进，竞争中洗牌 

1978 年美国通过《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撤销了 CAB，国内市场实质性放开。

在新进入航司的竞争下，1980-1989 年，美国航空业的平均票价下降约 20%，客

座率上升至 66%-68%，行业恢复了活力。此时西南航空也进入了较快的发展通道，

规模稳步扩大，而一些长期垄断地方市场的大航司开始垮台（例如禁止西南航空

进入市场的布兰尼夫和德克萨斯国际与 1982 年退出市场）。 

 

此后，美国致力于将在国内成功实施的航空自由化政策，全面推向国际航空领域。

1995 年，美国开始大力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天空政策”，航空公司可以自由

调配运力和变动运价，政府仅保留在特定情况下的干预权。欧盟于 2007 年 4 月与

美国签订航空协议，相互进一步开放航空市场，欧美市场被连成一片。 

 

自 1978 年实质放松航空管制以来 40 余年的时间里，西南航空为首的美国低成本

航空维持了较高增速，随着需求的稳定增长，数次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前拥有

客观的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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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1987 年前：保护主义、严格管制 

由于欧洲早年没有形成统一的民航机构，1987 年前一直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航空管

理，当时欧洲航空市场是高度分散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航管理机构和航空

公司，以双边协议的方式进行航班的安排，这些协议往往旨在保护本国航空公司

的发展，部分双边协议限制了双方的承运人数量和运力水平。运价方面，航空公

司间相互沟通，形成联营协议。总体来说，1987 年以前欧洲市场是高度管制且高

度分散的。 

 

1987 年至今：逐步解禁，低成本市占率提高 

欧洲的民航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分三次将欧共体体系内统一成了单一市场。第一

次：1987 年，赋予了航空公司主动定价权和自主调配运力的能力，同时否定了联

营协议的合法性。第二次：1990 年，对所有欧共体承运人开放成员国机场的第 3、

4、5 航权，即上客、下客、延远权。1993 年，航空公司在欧共体范围内取得了完

全的航线准入权，1997 年 4 月，欧盟实施“开放天空计划”，欧盟内九大航权完

全开放，管制全面解除。自此，欧洲内部的自由化进程完成，成为一个自由、统

一的市场。文献指出：在欧盟单一航空市场，低成本航空过建立跨境机场基地，

在第五航权的开放中获益最多。 

 

瑞安航空在 1985 年成立，最初的运营方式是传统全服务方式，在 1986-1987 年新

航线审批和价格限制放开时，正式开始“低票价”运营，但成本居高不下，出现

亏损。1990 年公司复制西南航空模式，正式加入低成本航司阵营。1997 年后随民

航管制的解除，瑞安航空的发展大大加速，1998-2020 上半年，瑞安航空的机队复

合增长率达到 14.5%。 

 

图表 33、1997 年后，瑞安航空机队规模迅速提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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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瑞安航空国内航线图 

 
资料来源：FlightConnection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对比“十二五”期间：目前正是监管放松周期前夕 

 2.2.1、行业集中度、宏观经济与当前处境接近 

经济上，2013 年国内 GDP 增速快速下滑，2020 年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严重，

民航业同样有扩大内需的需要。2009 年后，GDP 增速一度反弹至 18%，但随后

四万亿的副作用开始显现，GDP 增速于 12、13 年显著下滑，并于 15 年触底。2020

年新冠冲击全球经济，外贸进出口受到较大冲击。8 月 24 日，习总书记在经济社

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预测，后疫情时代国际出行意愿将持续

低迷，要终止民航业的亏损，强化内循环、扩大内需政策必不可少。 

 

集中度提升是新一轮放松周期的开始。08-13 年民航业一轮出清结束，行业集中

度处于高位。2020 疫情期间行业出清仍在持续，集中度将继续提升。2008 出清潮：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国航、东航、南航共亏损 278 亿元人民币，其中燃油的

套期保值损失占近一半，国企的损失由国资委通过增资、重组来弥补，例如 2008

年上航与东航的合并。许多民营航空也难逃被兼并的命运，东星航空被国航兼并，

鹰联航空被川航兼并，深圳航空被国航控股，许多公司失去了自主经营权，行业

集中度进一步上升。2020 年：我们预测 2020 年航空公司的亏损额将大于 2008 年，

且现金流的冲击甚于 08 年，更多小航处于倒闭边缘。疫情发生至今，红土航空被

湖南省入股，瑞丽航空被无锡市入股，也能说明本次疫情对小航的冲击。民航二

季度票价持续低迷，民营航空的困境仍将持续，集中度还有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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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政策&效果：扩大内需，民航需求增速与 GDP 增速背离 

民航业在 2007-2013 年间经历了一波民营航司的出清，为了给民航业注入新鲜血

液，沉寂数年后，2013 年又放开新设航空公司的限制。幸福航空、瑞丽航空、青

岛航空、九元航空、红土航空、多彩贵州航空等一批民营航空又如雨后春笋般筹

建并陆续开飞。“十二五”期间，中国民航新成立的航空公司近 20 家。 

 

同时，国家进一步开放航空市场，放宽票价限制，鼓励模式创新。2013 年民航局

出台政策取消票价下行限制，实质上扩展了低成本航空的生存空间。2014 年出台

《促进低成本航空市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政策上予以鼓励，同年有一批航空公

司宣布转向低成本运营。 

 

效果：上一轮放松周期通过鼓励低成本、放松准入、放松票价等政策刺激了民航

需求，顺应了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和消费升级趋势，推进了民航业的发展。主要

表现是 13-17 年间需求增速和 GDP 增速出现分化，当宏观经济增速下行时，保持

了民航市场的高度发展。17-19 年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收紧使得 GDP 与民航需求

增速恢复了同向关系。 

图表 36、13年放松周期需求增速与 GDP增速背离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35、促进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机队增长 适当调高机队规划增速，支持发展较好、安全基础扎实的航司快速壮大 

航线、时刻分配 营造宽松的航线准入环境，改进时刻分配政策 

市场门槛 进一步降低设立低成本航空的门槛，简化审批手续 

服务项目 
修订民航客货运规则，对部分服务标准不在强制规定，允许适当简化服务，

支持差异化服务拓展 

基础设施 

研究制定低成本航站楼建设行业标准或建设指南；支持机场将老旧航站楼

改造为低成本航站楼，或新建低成本航站楼，鼓励机场针对低成本航空完

善相关配套设施，简化乘机流程。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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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民航需求增速将持续快于同期 GDP 增速。目前我们站在新一轮放松

周期的起点，与上一轮放松周期相比，16-19 的行业增速被政策因素压制，在政策

放松期将加速，预计行业增速将持续快于同期 GDP 增速。 

2.3、2020 年 9 月民航局放松枢纽航班准入，拐点显现 

9 月 15 日，民航局发布《关于 2020/21 年冬春航季国内航线航班评审相关工作的

通知》，放松了枢纽航班准入、放开了北上广最大航班量限制，进一步验证了我

们对监管周期的判断，内循环加速和监管放松的确定性提高。 

 

本次放宽准入主要有两方面措施：一是放开核准航段每周最大航班量限制。2018

年民航局发布的《中国民航国内航线航班评审规则》中，将国内航线分为核准、

登记两类。核准类指设计北上广间、北上广到部分国内繁忙机场的客运航线，申

请需经民航局核准。航空公司在符合航空安全、通达性和运行品质要求的基础上，

可以灵活自主的安排航线航班。《通知》也对航班的具体申请做出了指导，2020/21

年冬春航季期间，涉及上海、广州的核准航段每次评审时可申请不超过 14 班/周，

涉及北京的核准航段每次可申请不超过 28 班/周，其中首都机场每次可申请不超

过 14 班/周。 

 

二是放宽涉及“北上广”三大机场支线航线准入限制。往年航空公司申请涉及北

上广直达年吞吐量 100 万以下机场的特殊登记航线航班，需符合‘以该航线涉及

的北上广机场为主基地或在该航线涉及的北上广机场通航点数达到 15 个’的准入

条件”。调整后，2019 年旅客吞吐量在 100 万-200 万间的 32 个机场至北上广航线，

将不受通航点数量的准入门槛限制。 

 

放开核心航线最大航班量限制，时刻瓶颈缓解。16 年供给侧改革开始后，为提升

准点率，北上广深核心枢纽时刻增速长期维持在 3%以下，由此造成的时刻瓶颈是

全行业运力下沉的主要原因。展望未来，北上广放开最大航班量限制，时刻放量

可以预期。 

 

准入限制放松，利好中小航司进入枢纽。2018 年《规则》要求申请核准航班时，

在该枢纽通航点数达到 15 个，实质上限制了中小航司进入枢纽市场。目前放松

了 100 万-200 万的 32 个机场到北上广的航线，中小航司将有机会增加直飞北上广

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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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刻放松、增速分化，小航价量齐升 

民营中小航空的快速增长导致竞争加剧和票价降低，从而大大刺激了旅客量的增

长。这些变化倒逼监管部门取消对容量、频率和定价的限制。中小航空的扩张与

民航自由化（放松管制）间是双向关系，2013-2014 的政策放松可以看作是中小航

司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中小航司相关的管制主要有三：价格、机队增速和时刻分配，其中时刻政策、

机队增速都是十三五规划和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近年来大幅收紧，随着十四五的

政策放开和供给侧改革进入尾声，有望进一步放开。 

 

3.1、运力引进政策若放开，行业规模增速将继续分化 

机队增速仍在管控中，未来仍有放松空间。2017 年 6 月民航局下发《引进民用运

输飞机管理办法》，办法中指出，民航局设立引进飞机评审委员会，负责对引进飞

机项目进行评审，并审议引进飞机涉及的重要事项；机队规划采用五年一期、三

年滚动的周期编制，规划中明确各公司引进飞机的数量、座级和进度；申请人的

航空安全、飞行及乘务人员配备、机队规划执行情况、民航发展基金缴纳情况、

守法信用以及民航安全保障财务考核情况是申请人引进飞机的主要评审内容。 

  

同时，根据航空公司在期内的飞行事故征候万时率、公司原因航班不正常率、旅

客有效投诉万分率、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等数据综合计算确定航空公司档级和备

用指标(X)数量。机队规模在 100 架飞机以上的航空公司参与数值测算及排名但不

计算档级，规模在 100 架以下的航空公司的运力引进受到了较严格的管理。 

 

历史上，小航运力增长始终快于大航。根据《民航“十三五”运输机队规划实施

细则》，30-60 架规模的航司运力增速在 8.3%-30%，60-100 架规模的航司运力增

速在 7%-18.3%，100 架以上规模的航司运力增速在 11%以下。历史上看，春秋、

吉祥、华夏相对三大航都有较快的运力增速。运力引进限制适当放开后将带来运

力增速的继续分化。春秋航空、华夏航空、吉祥航空目前的机队数量分别为 97、

50、93 架，增速受到压制，未来仍有放开的空间。 

 

图表 37、航空公司运力限制 

航空公司规模 增速限制 

100 架以上 不超过 11% 

60-100 架 7+X 

30-60 架 5+X 

30 架以下 一司一议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说明：根据公司档级，X=0，1，2，3，4 中小公司引进宽体机可不受 N+X 指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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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三大航紧缩运力引进，行业集中度将继续下降。 

从行业来看，短期，疫情对供给增量的影响初现端倪。截至 2020 年 6 月，国内民

航共有客货机 3835 架，其中货机 168 架，客机 3667 架。2019 年年底全民航共有

客货机 3818 架，其中货机 191 架，客机 3645 架。半年多来，仅增加客机 22 架，

增速远低于去年全年的 166 架。 

 

航司将部分多余运力停场，助力短期供需修复。截至 2020 年 9 月 12 日，三大航、

春秋、吉祥、海航共停场飞机 389 架，占总运力的 12%。预计在行业飞机较大规

模停场的情况下，国内供需能较快恢复。 

 

图表 38、国内主要航司停场情况（2020年 9月 12日） 

 宽体机总数 宽体机停场 窄体机总数 窄体机停场 总飞机数 总停场数 

东航 101 15 630 29 731 50 

国航 141 14 699 69 840 83 

南航 123 12 721 53 844 65 

春秋 - - 96 2 96 2 

吉祥 6 0 87 3 93 3 

海航 124 62 513 124 637 186 
 

资料来源：PlaneSpotter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39、国内主要航司停场变化趋势（单位：架）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中期，国内航司的运力引进有减速趋势。根据 2019 年年报，三大航纷纷选择推迟

或下调运力引进计划，运力增速明显下滑。在疫情的压力下，航空公司对未来的

判断趋于悲观，会主动放慢运力增速，当未来需求转好，供给低增速将带来显著

的行业供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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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三大航静态座位数增速（增速为扣除 737MAX口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在行业前景不明朗，其他公司运力增速减慢甚至负增长时，部分资产负债表优秀

的中小航司将逆势增长。展望未来，疫情的过去、国内航空业的复苏是必然，但

公司间的运营能力、抗风险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别，同样一场疫情，行业的部分公

司中期增速减缓，但运营优秀、抗风险能力强的公司则能化危为机，不断加速扩

张，显然，A 股的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等属于后者。 

3.2、机场投产潮+供给侧放松，利好小航收入质量提升 

对于中小航司来说，如何持续获得优质时刻是维持高客座率、提升利用率、提高

票价的关键。供给侧改革导致了一二线机场时刻瓶颈，从时刻释放历史看，一二

线时刻增速逐年下滑，低线时刻增速较快，中小航司的运力被迫下沉到低线市场，

票价有所下滑。展望未来，供给侧改革结束、机场投产潮来临，中小航司的时刻

瓶颈有望得到缓解，收入质量将继续提升。 

图表 41、全民航时刻增速拆解（单位：时刻/周）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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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供给侧改革进入尾声，时刻管制放松 

目前航班正常率逐年提升，供给侧改革成效显著。航班正常率，是民航供给侧改

革的重要 KPI，民航十三五规划的六大目标中，有两条与之相关：1. 空域不足的

瓶颈制约得到改善，空管保障能力稳步提高，年起降架次保障能力达到 1300 万。

2. 服务品质明显改善，全面提升运行质量，航班正常率力争达到 80%，全面提升

服务水平，打造民航“真情服务”品牌，增进旅客对民航真情服务的获得感。 

 

航班正常率受天气、航司、空管、其他用户活动（军队活动等）多重因素的符合

影响，其中空管、航司是最主要的可控因素。航空公司方向面临的压力主要是航

线、机场配套不完善，且航线飞行密度大，飞机协调困难。空管方面主要面临空

域紧张但运量增长快的问题。民航局不断深入的空域管理体制改革，空管和航空

公司方面的压力将逐渐减轻，航班正常率不断抬高。 

 

从空管数据看，供给侧改革收效显著，已经接近政策预期。2017-2019、2020 年

上半年，航班正常率分别为 72%、80%、81%、93%，有显著提升。在 2017-2020

年，空管造成航班延误的比例逐年下降，从 2017 年的平均 8%下降到 2020 年上半

年的平均不足 1%，进步明显，航空公司原因也逐年下降，从 2018 年下半年平均

20%下降 2019 年全年的 19%，2020 年上半年达 16%。我们认为无论空域建设还

是空管水平都在大幅改善，十四五可能是一二线机场时刻释放的关键阶段，航空

公司的时刻供给结构有望持续优化。 

 

图表 42、航班正常率逐年提升 图表 43、空管造成航班延误比例逐年下降 

  

资料来源：民航局、空管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另一方面，在供给侧改革中，航班时刻分配逐渐透明化。2018 年，民航局印发《航

班时刻管理办法》，量化了航班时刻分配原则，《办法》明确规定了根据航空企业

配置基数与时刻效能配置系数的乘积，从大到小确定优先配置次序，航空承运人

按照优先配置次序在航班时刻池中选择航班时刻。新《办法》提出明确的量化分

配原则，有助于促进航班时刻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提升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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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功能定位明确的机场群建设、完善航线网络建设。 

 

图表 45、民航时刻分配具体规则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2.2、新一轮机场投产潮，释放大量时刻 

一二线新建机场将在几年内大幅释放增量优质时刻。根据民航局《民航航班时刻

管理办法》得知，主协调机场的常规时刻增长速度不超过 3%，主要时刻增长由新

建机场和机场扩建提供。2020-2025 年，我国目前在建的机场改扩建和新机场将投

入使用，大兴、首都也将进入时刻的扩张期，有望释放大量时刻，利好民营航司

的枢纽时刻增加，收入质量将继续提升。 

图表 44、民航十三五规划目标 

 

资料来源：中国民航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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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6、时刻增长流程 

 
资料来源：民航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47、大兴、首都时刻增长即将开始（航班量单位：班/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48、近期机场项目盘点 

  跑道 航站楼 目前瓶颈点 近期扩建情况 
吞吐量空间

（万人次） 
投产时间 

白云机场 3 2 航站楼、跑道 T2航站楼 9000 2018 

浦东机场 4 2 航站楼、跑道 卫星厅 11000 2019 

大兴机场 3 3 跑道、空域 大兴机场（4跑道，1航站楼） 7200 2019 

海口机场 1 1 航站楼、跑道 T2航站楼，1条跑道 4000 2020.12 

青岛机场 1 1 航站楼、跑道 新机场（1航站楼、2跑道） 3500 2020.12 

成都机场 2 2 航站楼、空域 
天府机场（一期 3 条跑道及 2座航站

楼） 
9000 2021.7 

深圳机场 2 3 航站楼、跑道、空域 卫星厅 4000 2021 

深圳机场 2 3 航站楼、跑道、空域 T4航站楼、1条跑道 4000 2021 

白云机场 3 2 空域、跑道 T3航站楼，两条跑道 3000 2022 

太原机场 1 2 航站楼、跑道 T3航站楼，1条跑道 260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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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机场 1 1 航站楼、跑道 T2航站楼+1条跑道 2772 2023 

厦门机场 1 2 航站楼、空域 新机场（2 条跑道及新航站楼） 3459 2023 

福州机场 1 1 航站楼、跑道 1条跑道，T2航站楼 2124 2024 

呼和浩特

机场 
1 1 航站楼、跑道 新机场（2条跑道，1座航站楼） 2300 2024 

西安机场 2 3 航站楼、跑道 T4航站楼、2条跑道 3178 2025 

拉萨机场 2 2 航站楼、跑道 t3航站楼 1043 2025 

三亚机场 1 2 航站楼、跑道 新机场（4条跑道，3座航站楼） 3984 2025+ 

南昌机场 1 2 航站楼、跑道 1条跑道，T3航站楼 3136 2025+ 
 

资料来源：民航局，发改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吞吐量空间根据 2019 吞吐量测算 

 

 

3.3、时刻放松将带来盈利高弹性，票价低位的春秋持续受益 

 3.3.1、春秋航空复盘：16 年后时刻瓶颈压制单机利润 

上市后春秋航空的经营情况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为高速发展期 

从公司成立到 2014 年。尽管国内民航业遭受金融危机、油价高涨的影响，经历了

民营航司倒闭潮，但公司凭借成本优势逆势扩张，规模快速上升。此阶段公司以

扩充运力为优先，运力持续高速增长。低成本细分市场需求旺盛，故客座率保持

高位，票价稳定。 

 

第二阶段为国际线爆发期 

对应时间为 2014-2016 上半年，高铁与民航在国内市场形成一定竞争，此时公司

的战略中心聚焦在拓展国际线业务，国际运力迅猛增长，带动国际收入比例不断

攀升至 42.3%。本阶段国际航线大幅增长。在此之前的 2012-2013 年，受日本地

震和钓鱼岛事件影响，中国赴日旅游市场整体低迷，中日航班受此影响，客座率

一度跌至 40%。13 年下半年开始，赴日旅游逐渐恢复，2014 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

同比增长了 84%，2015 年同比增长 104%，达到 499 万。 

 

在此阶段，春秋航空从二三线城市开辟了大量直飞日本和韩国和泰国短途国际航

线。公司抓住了中日旅游的快速恢复期，大量投放运力，并在二三线机场开辟大

量日韩国际航线，获得了大量政府补助，变相解决了枢纽机场时刻瓶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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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9、春秋航空国际航线于 14-16 年爆发（单位：百万 ASK）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第三阶段为以量换价、下沉发展时期。 

从 2016 年三季度到 2019 年，国内供给侧改革如火如荼，国内优质时刻增量被锁

住。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日益过剩的行业供给以及竞争加剧、需求增速放缓，使

得行业票价持续下降。公司在总运力高速增长的同时，选择在国际线减少新增运

力，从而维持现有票价，同时将多余的运力在国内下沉，通过航线补贴争取收益。 

 

国内航线方面，2017、2018 年受一线机场新增时刻资源稀缺影响，公司持续向二

三线市场投放运力，国内市场被迫下沉。大部分新增运力投放至二线基地石家庄

正定机场和沈阳桃仙机场，同时于 2016、2017、2018 年分别新设基地扬州扬泰机

场和宁波栎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 

国内客公里收益较去年同期涨幅为 0.9%，虽然客公里收益提升幅度较往年有所收

窄，但客座率表现明显回升，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达到 92.5%。 

 

国际航线方面，公司接连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国际扩张陷入停滞。2017 年，韩国

航线受到萨德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运力下降 26.6%，2018 年事件影响趋减，运

力投放有所恢复，2018 全年运力投放增长超过 30%。2017 年，泰国市场增速达

11.6%，2018 年增速仍达到 40.7%。公司在曼谷、普吉和清迈均获得新增时刻，

但 2018 年 7 月普吉沉船事件对下半年市场需求产生较大影响。日本航线由于二三

线城市需求下降，运力整体呈收缩态势。随着外部事件的逐步平息，2019 年国际

需求逐步恢复，国际客公里收益较 18 年同期微降 0.1%，同时客座率表现上佳，

同比提升 4.9 个百分点，达到 90.1%，重回 90%以上的客座率水平。 

 

收益方面：2016 年运力引进到位时遇到国内外突发事件和政策冲击，影响了业绩，

也使股价大幅下降。但公司在收益管理方面的尝试收效显著，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尽管此时国内枢纽机场时刻增速放缓，国际需求受冲击有所降低，但 2017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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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始尝试针对国内成熟航线尝试进行收益管理优化，实现高客座率的有效变

现。2017 年，国内客公里收益涨幅达 13.5%，而客座率仅下降 1.3 个百分点。2018

年全年国内客公里收益增长 7.8%，而客座率仅下降 1.3 个百分点。国际及地区航

线也呈现较明显的以量换价特点，用客座率的小幅下降换得整体收益的提升。

2017 年国际及地区客公里收益较去年涨幅分别达到 2.2%和 3.9%，客座率分别下

降 1.04 个百分点和 6.46 个百分点。2018 年，国际及地区客公里收益较去年涨幅

分别达到 5.7%和 3.4%，客座率分别下降 2.2 个百分点和上升 0.4 个百分点。 

 

图表 50、春秋航空 16 年后将国内高客座率变现（票价单位元/客公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展望未来，公司盈利能力最大的瓶颈——时刻获取有望大幅放松，叠加积极的运

力引进，中期有望价量齐升。春秋航空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优质标的，凭借灵

活的经营理念，当需求和政策转好时，公司迅速行动，将行业的景气转化成自身

的收益，α属性凸显。 

 3.3.2、测算时刻结构改善的业绩空间 

春秋航空的弹性来自收入端，华夏航空、吉祥航空的弹性来自成本和收益两端，

时刻放松下都有上涨空间。春秋航空的成本管控是行业最优，高利用率、高客座

率带来的是最低的单位成本，运力下沉造成客公里收益水平低，未来享受行业票

价恢复、枢纽时刻增加的盈利弹性。而华夏航空、吉祥航空的单位成本随利用率

的提升仍有下降空间，收益端相较春秋航空，有更大上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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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1、国内航司单机利润（百万/架/年）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52、国内航司票价水平（元/客公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占据优质时刻，是对客座率和票价的最好保证，给航司带来的收益显而易见。对

于各自占据枢纽市场的三大航而言，票价上浮的空间不大，但对于成本优势，大

量运力下沉的春秋航空而言，票价的提升将给单机利润带来巨大弹性。 

 

一架窄体机在不同航线的盈利水平不尽相同。春秋航空由于本身成本优势，单机

净利润为行业最高，达 1977 万元/架/年，远超三大航不到 1000 万的标准。春秋航

空的票价提升相较三大航空间巨大，三大航 2019 年的票价水平在 0.49-0.53，春秋

航空票价仅 0.37 元，若客公里收益提升，则单机利润和净利润将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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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现有航线时刻的分析，19/20 冬春航季春秋航空的航线时刻中，一线出发的

时刻占 49.82%，二线出发的时刻占 10.86%，三线以下占比 39.32%。我们预测两

年内若公司一二线时刻比例提高，当一线出发时刻占 56.8%，二线时刻占比

13.93%，三线以下时刻占比 29.27%时，客公里收益将提升至 0.401，假设客座率

不变，此时对应单机将达到 3496 万元/架/年。如果考虑客座率、票价的双重变动，

结果见下方的敏感性分析。 

 

图表 53、全国主要航线 2019年平均客公里收益 

 

航距(km) 客公里收益（元） 

一线-一线 1395 0.92 

一线-二线 1370 0.77 

一线-三线 1292 0.80 

二线-二线 1086 0.62 

二线-三线 1627 0.53 

三线-三线 1287 0.6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假定北上广深为一线城市，重庆、成都、厦门、昆明、西安、杭州和武汉为二线城市，118 条

航班中的其他城市为三线城市，不在核心航线中的为四线城市。 

 

图表 54、春秋航空 19/20冬春航线分布比例及预测 

 

19/20 冬春 2022E 

一线-一线 8.35% 9.33% 

一线-二线 12.11% 13.52% 

一线-三线 10.74% 10.39% 

一线-四线 18.62% 23.56% 

二线-三线 2.57% 3.44% 

二线-四线 8.29% 10.49% 

三线-四线 9.37% 6.97% 

四线-四线 29.95% 22.30% 

对应客公里收益

（元/座公里） 
0.376 

0.40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2020 年采用临时时刻管制，故参考 19 年冬春航季情况 

 

图表 55、春秋航空单机净利润（万元） 

客座率\票价 0.35 0.37 0.39 0.41 

87% 714  1531  2349  3167  

89% 1042  1879  2716  3552  

91% 1371  2227  3082  3937  

93% 1700  2575  3449  432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考虑到 2020 年上半年的特殊性，此处的利润假设来自于 2019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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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目前 A 股上市的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都体现出了较好的防御性。中小

型民营航空抵御周期波动的原因是：1）运力调节快，机型少，调配灵活，今年国

际航线转国内航线效果显著，依靠航空内循环就可以实现盈利；2）良性的资产负

债表得以实现未来运力的可持续增长，以量补价维持正增长；3）民营航空公司低

成本的特征保证了其盈利的安全垫很大。疫情冲击下，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

夏航空业务量率先恢复，最先走出疫情。目前华夏航空、春秋航空已迈过盈利拐

点，吉祥航空已出现票价拐点。 

 

“十四五”监管放松周期即将到来，民航大众化的过程中蕴藏着中小航司的巨大

成长空间。政策导向扩大内需、时刻放量、运力增速超过行业水平，小航将在十

四五期间价量齐升。以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成都天府等一二线枢纽机场在 2019-21

年集中产能释放、中小航司时刻结构改善，周期放松的信号逐步明朗。“十四五”

期间将重演 13-17 年的行业监管放松周期的故事：航空自由化为航空商业模式的

创新打开了政策空间，催化了中小航司的成长。民航大众化的过程中蕴藏着中小

航司的巨大空间，人均乘机次数、民航出行比例将继续提升，中小航司覆盖下沉

市场，将享受民航大众化的需求增长。 

 

时刻放松、增速分化，优质民营航企有望价量齐升。政策利好不断释放，机场投

产+供给侧改革进入尾声，优质时刻释放将持续超预期，助力进入核心枢纽，收入

质量提升。春秋航空等民营航企将显著受益优质时刻带来的票价提升。从历史看，

春秋航空的单机利润在 2000 万元/架/年附近波动。在时刻瓶颈放松后，随着航线

结构改善，票价和单机利润有望持续上行，2019 年公司的国内票价为 0.376，对

应单机利润为 1977 万元/架/年，根据我们的敏感性分析：合理预期春秋航空 2022

年单机利润将达到 2227-3496 万元/架/年，有很大上升空间。 

 

监管放松政策拐点显现，时刻放开+市占率提升，“十四五”民营航企价量齐升迎

来黄金时代，继续强烈推荐。后疫情时代，民营航企率先盈利，逆势扩张；在民

航大众化、自由化的浪潮中，渗透率空间大，有充分增长空间。我们自 2020 年 7

月 18 日上调行业评级至“推荐”。当前位置继续强烈推荐成本优势最明显、运力

逆势扩张、枢纽时刻有望大幅提升的春秋航空；推荐差异化定位、享受成本收入

双弹性的吉祥航空；推荐率先扭亏，规模增长确定性强的支线龙头华夏航空。 

 

图表 56、盈利预测与估值 

代码 公司 评级 股价（元） 
盈利预测（元）   P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601021 春秋航空 买入 49.61 2.01 -1.07 2.94 3.52 24.8 - 16.9 14.1 

603885 吉祥航空 审慎增持 12.25 0.54 -0.43 0.75 0.89 24.5 - 16.3 13.8 

002928 华夏航空 审慎增持 15.18 0.84 0.53 0.83 1.45 18.1 28.6 18.3 10.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估值日期为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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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疫情影响和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失衡，宏观经济增长失速，国际

贸易摩擦升级，空难、恐怖袭击、战争、疾病爆发等不确定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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