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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交通基建行业，与航空

公司一起构成航空运输业的两大组成部分,具有

准公共产品、外部性和区域垄断性等经济特性。 

 1978 年以来，我国机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新建、扩建了一大批机场。目前，我国机场行业

依旧处于普遍亏损状态。2002 年底，全国 143

家机场中 80％的机场亏损。 

●  从机场运营的三大指标（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

量、飞机起降架次）的国际比较来看，国内机场

整体和单个机场与世界著名机场之间还有相当

大的差距。不过，个别国内枢纽机场的部分运营

指标，如：首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的货邮吞吐量指标，已经具备国际竞争

力。 

●  2004 年７月８日，兰州四大机场移交给甘肃省，

我国机场属地化管理至此全部完成，标志着国务

院６号文件规定的民航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圆满

完成，但这个时间表还是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半

年。 

● 机场属地化管理后，机场定位有望得到明确，而

机场管理的专业化、机场建设资金和投资主体的

多元化将是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机场行业

内部兼并重组高潮的到来将不会遥远。 

● 虽然目前我国现有的大部分机场仍处于亏损状

态，但从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国际比较看，我国

机场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机场建设方兴未

艾，而航空业发展空间广阔，2004 年航空市场有

望出现近 10 年来的最快增长。 

● 从国际经验看，枢纽机场不仅在机场行业内具有

明显竞争优势，而且在与高速公路、铁路的高速

列车等航空运输替代方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因

而具备长期竞争力，值得长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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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场行业概述 

1.1  机场在航空运输中的地位 

 
图 1  中国民航的主要组成情况   

 

 

机场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交通基建行业，机场和航空公司

为航空运输业的两大组成部分。如图 1 所示，机场作为航空运

输的重要基础设施，直接服务于航空公司，为航空公司和旅客

提供起降、候机楼等服务，同时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标准向航

空公司、旅客收取有关费用。 

1.2  机场行业的特点 

机场是衔接民航运输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纽带，属于基础设

施领域，具有准公共产品、外部性和区域垄断性等经济特性。

机场的公共产品特性和外部性构成了机场的公益性，而机场的

收费性和区域垄断性又使其具有收益性，所以，从本质上而言，

机场具有多重经济特性，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在机场市场定位与

运营模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综合来看，机场行业具有以下特点： 

（1）机场经营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相关性较强。宏观经

济形势会影响航空客货运输的流量，进而影响机场的收入。与

航空公司相比，机场的运营成本与国际油价的相关性较小，运

营收入受客座率的影响也较小，因而机场收益的周期性和波动

性较航空公司要弱。 

（2）机场与航空公司关系紧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航空公司对机场的选择将决定机场的业务量大小，机场的垄断

优势则会吸引航空公司，而机场运营效率的高低则直接影响航

空公司客货运输的竞争力。 

（3）机场具有其他公用事业类似的垄断性，收费价格等不

同程度地受到政府的管制。 

（4）机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进入避垒较高，但是
机场行业属于资金密

集型交通基建行业，机

场和航空公司为航空

运输业的两大组成部

分。 
 
 
 
 
 
机场具有准公共产品、

外部性和区域垄断性

等经济特性，经营状况

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相

关性较强，与航空公司

相互依存。 
 
 
 
 
 
 
机场建设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进入避垒较

高，而发展具有显著的

不均衡特征。 
投资见效快，例如建设一个可供大型运输机起降的一级机场，

占地面积仅与建 100 公里铁路的占地面积相当，而耗资仅与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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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70 公里铁路的费用相当。建设周期相对铁路和公路也短得

多。 

（5）机场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及航空资源的禀赋状况往往决定了所在区域内机场的客货吞吐

量和运营业绩。 

（6）机场具有一定的地域垄断性。与高速公路等其他公用

设施类似，机场的建设一般要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为了避免

避免相同功能和规模机场的重复建设。通常按每隔 400 公里建

一枢纽机场、每 200 公里建一支线机场的标准规划，因此一般

机场在其所在的城市或地区都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和垄断

性。 

1.3  我国机场行业的现状 

1978 年以来，我国机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新建、扩建

了一大批机场。同 1978 年中国民航使用的 81 个机场中多数为

中小型的情况相比，2002 年底我国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共有 143

个（航班机场 131 个，停航保管机场 12 个）。其中，可起降B747

飞机的机场 4E级
∗
23 个，能起降B757、B767 或MD82 的 4D类机场

有 36 个，能起降B737 飞机的 4C机场 40 个。 
1978 年以来，我国机
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

展，新建、扩建了一大

批机场。 
 
 
 
目前，我国机场行业处

于普遍亏损状态。2002
年底，全国 143家机场
中 80％的机场亏损。
 
 
 
 
 
 
 
 
机场属地化改革之前，

我国机场管理模式有

三种。 

这 143 家民用和军民两用机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连

接国际国内、航线密集的京沪穗三大枢纽机场，也是中国主要

门户机场；二是以国内航线为主，空运量较为集中的干线机场，

主要指省会、重要工业、旅游城市机场；三是地方航线或支线

机场，规模较小，等级较低。目前在国内上市的四家机场公司

中，白云机场、上海机场属于第一类，深圳机场和厦门机场属

于第二类。 

目前，我国机场行业依旧处于普遍亏损状态。2002 年底，

全国 143 家机场中 80％的机场亏损。2003 年 6 月，国家审计署

对全国 12 个重点机场和 38 个支线机场进行审计发现，大部分

机场亏损严重，经营困难。已竣工投产的 12 个重点机场中，有

9家亏损，其中 6家严重亏损，累计亏损额 14．46 亿元；而在

38 个支线机场中，亏损面更达到了 37 家，2000 至 2001 年度累

计亏损额 15．27 亿元。有的机场已资不抵债，有的甚至已经被

迫停航。上海机场、厦门机场、深圳机场、白云机场等较早实

行股份制改造和企业化运营的机场近年来均保持了持续盈利。 

1.4  我国机场的管理模式 

在机场属地化改革之前，我国机场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

全国大部分机场现行采用的方式，由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直

接管理；二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并管理，民航总局实施行业管理；

三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投资建设，实行股份制管理，由地

                                                        
∗ 机场等级：机场根据跑道长度分为 1—4 档，根据可以起降飞机大小分为A—F五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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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或民航分别控股。 

2、机场的利润来源 

2．1 航空地面服务收费 

机场的传统业务收入主要是航空地面客货过港服务收费，

包括向国内航空公司收取的旅客过港服务费、飞机起降服务费、

停场费、安检费、机务费、飞机清洁费、商务特种车辆使用费

和向国外航空公司收取的地面服务费和飞机起降费。目前在国

内上市的四家机场，由于不是整体上市，股份公司和集团公司

在收费的分配比例方面有所差别。 

表 1  国内上市机场航空地面收费分成比例 

机场 费用 母公司比例 上市公司比

例 

广州机场 飞机起降费 25％ 75％ 

 旅客过港服务费 20％ 80％ 

 停场费 50％ 50％ 

上海机场 国内航班起降费 75％ 25％ 

 国外航班起降费 19.24% 80.76% 

 旅客过港服务费 0％ 100％ 

 运输服务费 0％ 100％ 

厦门机场 飞机起降费 100％ 0％ 

 旅客过港服务费 15％ 85％ 

深圳机场 飞机起降费 100％ 0％ 

 旅客过港服务费 5％ 95％ 

机场的传统业务收入

主要是航空地面客货

过港服务收费。 
 
 
 
 
 
 
 
 
 
除了传统的航空地面

服务收费外，机场的利

润来源还包括航空延

伸业务的收入以及其

他非航空收入。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2．2 航空延伸业务收入 

除了传统的航空地面服务收费外，机场的利润来源还包括

航空延伸业务的收入，一是货运环节的延伸服务收入（如图 2

所示），它包括物流环节的代理、仓储、配送的收入，属于回报

率较高的增值业务；二是广告、候机楼租赁、商贸经营、进出 

图 2  货运的利润来源 

         代理  配送                处理费 仓储费             飞机起降费  安检 

 装机 卸机 货站（安检）货物交接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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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旅客的地面运输服务。 

2．3 其他利润来源 

除了航空地面服务收费以及航空延伸业务的收入外，国内

较早实现了市场化运作的机场还拥有一些非航空资产或者投

资，比如上海机场通过资产置换拥有浦东航油公司40％的股权，

深圳机场则有高达 10 亿元的金融投资。这些非航空资产亦能给

机场提供丰厚的收益。 

2.4  机场的主要运营指标 

 2.4.1 运营指标 

衡量一个机场运营水

平的指标，主要是吞吐

量、飞机起降架次，其

中，吞吐量包括旅客吞

吐量、货邮吞吐量。 

对于机场而言，影响其利润的因素，除了宏观大环境、行

业政策、机场的管理水平外，机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它将直接决定机场的交通需求。一些效益好的大型机场往往位

于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经济金融中心、制造贸易中心、旅游

名胜地区及交通网络中枢城市，而经济落后的偏冷地区的小型

机场则惨淡经营，需政府给予补贴接济。 

以上种种因素，都会在机场的运营指标中得到体现，并最

终决定机场的运营业绩。衡量一个机场运营水平的指标，主要

是吞吐量、飞机起降架次，其中：吞吐量包括旅客吞吐量、货

邮吞吐量。目前，航空地面服务收费仍是国内机场的主要利润

来源，旅客吞吐量因此成为影响机场业绩最重要的指标。 

表 2  国内机场 2002年旅客吞吐量分段统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数量（个） 占比（％） 

N≥200          20 13.99 

    100 ≤ N < 200          11       7.69 

    50 ≤ N < 100          12       8.39 

    20 ≤ N < 50          12       8.39 

    10 ≤ N < 20          12       8.39 

        <  10          76       53.15 

        小  计          143        100 

资料来源：民航总局，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由于民航的需求相对被动，如果乘客稀少，不论企业怎样

降低成本、强化管理，也很难盈利。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个

机场的吞吐量能达到 200 万人次左右，这样一个机场就基本具

备盈利的条件。而我国的情况是，如表 2所示，2002 年我国 143

个机场中，旅客吞吐量在 200 万人次以上的仅有 20 个，占机场

总数的比例仅为 13.99％；而 86.01％的机场旅客吞吐量均小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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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人次，其中：70％的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在 50 万人次以下；

超过 50％的机场全年吞吐量不足 10 万人，这部分小型机场全

部亏损。 

2.4.2  国际比较 

表 3  2002年旅客吞吐量排名前 20位的国内机场 
机场 排序 旅客吞吐量 货邮吞吐量 起降架次  
总计 —— 171373468 4018340.7 2117009  

北京 1 27159665 629045.2 242338  

广州 2 16014411 496879.7 147740  

上海 3 13667094 439904.7 117875  

上海浦东 4 11047695 634965.7 107335  

深圳 5 9352662 288644.3 106718  

成都 6 7548680 162390.7 77844  

昆明 7 7087156 122488.2 79937  

海口 8 5600511 53829.1 62498  

西安 9 4433604 65292.4 68164  

厦门 10 4258635 109984.1 52889  

杭州 11 3879259 86734.2 44912  

重庆 12 3865788 71464.9 49012  

大连 13 3333451 72583.1 37534  

青岛 14 3219860 46298.9 43025  

武汉 15 3200864 51881.5 48831  

南京 16 3170346 52197.7 37776  

桂林 17 2671961 34631.2 33417  

沈阳 18 2652340 56798.7 32550  

长沙 19 2598508 25437.9 42920  

福州 20 2445025 48242.2 32177  

资料来源：《2002年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中国民航报》 

如表 3所示，2002 年国内旅客吞吐量排名前 20 位的机场，

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发达城市和重要旅游城市，

北京、广东、上海旅客吞吐量占全部机场的比重高达 45.07％。 

表 4  2003年旅客吞吐量排名前 10位的国际机场 

Rank Airport Total Passengers % Change 

1 ATLANTA (ATL)  79 086 792  2.9 

2 CHICAGO (ORD) 69 508 672  4.4 

3 LONDON (LHR)  63 487 136  0.2 

4 TOKYO (HND) 62 876 269  2.9 

5 LOS ANGELES (LAX) 54 982 83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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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LLAS/FT WORTH AIRPORT (DFW)  53 253 607  0.8 

7 FRANKFURT/MAIN (FRA)  48 351 664  ( 0.2) 

8 PARIS (CDG) 48 220 436  ( 0.3) 

9 AMSTERDAM (AMS) 39 960 400  ( 1.9) 

10 DENVER (DEN)  37 505 138  5.2 

资料来源：ACI Passenger Traffic 2003 Final, July 2004；Total Passengers: arriving + departing passengers + direct transit 

passengers counted once 

与排名前 10 位的国际机场（表 4）相比，国内机场的旅客

吞吐量指标明显落后，前 5 大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总和仅相当于

亚特兰大一个机场的规模。2002 年，香港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

全球第 15 位，而位居内地吞吐量首位的北京机场国际排名仅为

第 26 位。2003 年，香港机场世界排名滑落至第 24 位，北京机

场则被挤出前 30 位。在 ACI 公布的 2004 年 4 月份月度排名中，

香港机场与北京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位列第 16 位和第 20 位。 

表 5  2003年货邮吞吐量排名前 10位的国际机场 

Rank Airport Total Cargo % Change 

1 MEMPHIS (MEM)  3 390 515  ( 0.0)  

2 HONG KONG (HKG)  2 668 880  6.6  

3 TOKYO (NRT) 2 154 691  7.6  

4 ANCHORAGE (ANC)**  2 102 025  18.7  

5 SEOUL (ICN) 1 843 055  8.0  

6 LOS ANGELES (LAX) 1 833 300  2.8  

7 PARIS (CDG) 1 723 700  6.0  

8 FRANKFURT/MAIN (FRA)  1 650 476  1.2  

9 MIAMI (MIA)  1 637 278  0.8  

10 SINGAPORE (SIN) 1 632 409  ( 1.7 ) 

资料来源：ACI Cargo Traffic 2003 Final, July 2004；Total Cargo: loaded + unloaded freight + mail in metric tonnes.  

在货邮吞吐量方面，2002 年我国机场货邮吞吐总量为 402

万吨，而 MEMPHIS 一个机场当年的货邮吞吐量就高达 339 万吨，

比表 3中前 16 个机场的总和还要多。但从单个机场来看，香港

机场继续稳居次席，台北机场列第 14 位，而内地的北京机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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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机场分别排在第 25 和第 26 位。2003 年，香港机场和

台北机场排名未发生变化。而浦东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同比猛

增 87.3％至 118.9 万吨，排名上升至第 17 位，北京机场则滑

落至第 26 位。2004 年 4 月，香港机场货邮吞吐量继续雄踞世

界第二的位置，上海机场、台北机场、北京机场国际排名分别

为第 13 位、第 14 位和第 28 位。尤为关注的是，浦东国际机场

以 38.6％的货邮增速继续位居全球各大机场之首，遥遥领先于

北京机场。 

表 6  2003年起降架次排名前 10位的国际机场 

Rank Airport Total Movements % Change 

1 CHICAGO (ORD)  928 691  0.6  

2 ATLANTA (ATL) 911 723  2.4  

3 DALLAS/FT WORTH AIRPORT (DFW) 765 296  0.0  

4 LOS ANGELES (LAX)  622 378  ( 3.6)  

5 PHOENIX (PHX) 541 771  ( 0.7)  

6 PARIS (CDG)  515 025  1.0  

7 MINNEAPOLIS/ST PAUL (MSP) 510 382  0.5  

8 CINCINNATI (HEBRON (CVG)  505 557  3.9  

9 LAS VEGAS (LAS)  501 029  0.8  

10 DENVER (DEN) 499 794  1.0  

资料来源：ACI Traffic Movements 2003 Final, July 2004；Total Movements: landing + take off of an aircraft.Airports unable to 

breakdown (intl/domestic; air transport/total movements) are not included. 

在飞机起降架次指标方面，ACI（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公布的 2003 年国际排名前 30 位的机场中，排

名第 30 的 PITTSBURGH（匹兹堡）机场飞机起降 361329 架次，

排名第 10的 DENVER（丹佛）机场飞机起降 499794 架次。而港

澳台机场和内地机场无一入选。2002 年，国内机场中飞机起降

架次最多的首都机场也不过 24 万左右。令人遗憾的是，2004

年 4 月份飞机起降架次月度最新国际排名中，前 30 位的国际机

场中仍没有我国机场的身影。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国内机场整体和单个机场

在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飞机起降架次等运营指标方面，

与世界著名机场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个别国内枢纽机场的部分运营指标，如：首都机场的旅

客吞吐量、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货邮吞吐量指标，已经跻身世
从国际比较看，国内机

场整体和单个机场与

世界著名机场之间还

有相当大的差距。但首

都机场、上海机场在客

运、货运指标方面已具

备国际竞争力。 

界前列，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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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场行业的变革 

3．1 机场属地化改革 

我国机场行业的发展和变革是和整个中国民航业的发展和

改革相伴的。 

1979 年，国务院召开民航改革会议，宣布民航与空军分开，

改变领导体制，民航开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1980 年 2 月，邓

小平同志作出了“民航要走企业化道路”的重要决策。自此，

中国民航踏上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改革之旅。 

自 1987 年以来，中国民航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三个阶

段。从 1987 年至 1994 年间，实现了航空公司与机场分离，相

继成立了 16 家地方航空公司。1994 年到 1998 年的第二阶段，

初步形成民航、地方以及民航与地方联合建设和管理的模式。

第三阶段是以民航总局2001年4月召开的民航直属企业改革重

组动员大会为起始标志，进入民航管理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

此次改革涉及直属航空企业重组、行政管理体制、空管体制、

机场管理体制和民航公安体制等方面。 

2002 年 3 月 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印发民航体制改

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2]6 号文，以下简称为“6号文件”)，

确定了民航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主要内容。是

年底，原民航总局直属的 9 家航空公司和 4 家服务保障企业的

联合顺利完成，重组为 6 个集团公司，民航体制改革开始迈出

实质性步伐。2003 年，机场属地化改革也终于驶入“快车道”。 

3．1．1 机场属地化改革的进程 

机场属地化管理是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我国民航

系统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它也是民航改革中困难最多、

情况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2003 年 6 月，民航总局宣布，93 个机场年内将移交地方政

府管理，包括民航总局所有的 60 个机场、总局与地方共有的 5

个机场、地方所有民航总局管理的 3 个机场及由总局控股的一

部分军民合用机场。这场改革涉及约 400 亿元资产和近 5 万人

员的变动，其直接动因来自于机场建设方面存在的资金缺口。

据民航总局统计，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在机场建设方面

资金投入已接近 900 亿元，并以每年 100 亿元的幅度增长。民

航总局每年真正能够用于机场基础建设的资金不足 30 亿元，除

负担部分新建机场的建设费用外，还要管理机场人员、财务等。

而绝大部分机场严重亏损且负债累累，还本付息压力沉重。 

为了彻底实现政企分开，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扭转国内机
我国机场行业的发展

和变革是和整个中国

民航业的发展和改革

相伴的。自 1987 年以
来，中国民航管理体制

改革已经经历了三个

阶段。 
 
 
 
 
 
 
 
2002 年 3 月 3 日，国
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印

发民航体制改革方案

的通知》，民航集团完

成大重组。2003 年，
机场属地化改革也终

于驶入“快车道”。 
 
 
 
 
 
 
 
 
 
机场属地化管理是国

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

也是我国民航系统体

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

一，它也是民航改革中

困难最多、情况最复杂

的一个环节。 
场多年亏损的局面，民航总局 6 号文件规定，对机场运营亏损

的省份以前三年（1999 年～2001 年）平均补贴数为基数，以中

央和地方所得税分成超收收入和机场建设费作为补贴来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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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补贴到 2005 年。尽管 2005 年之后，中央财政是否还要给

予补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贫

困省份的眼前之忧。而民航总局决定自 2002 年 9 月起上调机场

收费标准，对机场属地化改革的进程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表 7  93家机场属地化改革一览 
地区 省份 下放机场 下放时间 下放后管理单位 

河北省 石家庄正定、秦皇岛山海关、邯郸（通用航

空机场） 

2003.12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太原武宿、长治王村、民航大同站留守处 2003.12 山西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华北地区（12 个）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白塔、包头、赤峰、通辽、锡林浩

特、乌兰浩特、海拉尔东山 

2003.12 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江苏省 南通兴东、常州奔牛、连云港白塔阜、南京

禄口  

2003.11 江苏省政府 

浙江省 宁波栎社、温州永强、杭州萧山 2003.12 浙江省政府 

安徽省 合肥骆岗、黄山屯溪 2003.11 安徽民航机场管理公司 

江西省 南昌昌北、赣州黄金 2003.11 江西省机场集团公司 

山东省 济南遥墙、青岛流亭、烟台莱山 2003.11 济南国际机场股份公司；青

岛、烟台当地政府 

华东地区（15 个）

福建省 福州长乐 2003.12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公司 

广东省 广州白云、梅县、湛江、汕头外砂 2004.02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河南省 郑州新郑、南阳 2003.12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公司

湖北省 恩施许家坪、沙市、武汉天河 2004.02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 长沙黄花、张家界荷花、常德桃花源 2003.03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广 西 壮 族

自治区 

南宁吴圩、北海福城、桂林两江、柳州白莲 2003.12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中南地区（17 个）

海南省 海口美兰 2004.03 海南航空、海南省政府 

四川省 成都双流、西昌青山、南充火花、达州 2004.03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江北 2003.11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巫家坝、保山、西双版纳嘎洒、思茅、

昭通、丽江、芒市、大理 

2004.04 云南机场集团公司 

西南地区（15 个）

贵州省 贵阳龙洞堡、贵阳磊庄 2003.12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沈阳桃仙、朝阳、大连周水子、丹东浪头 2003.12 辽宁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吉林省 长春大房身、吉林二台子、延吉朝阳川 2003.11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东北地区（12 个）

黑龙江省 黑河、哈尔滨太平、佳木斯东郊、牡丹江海

浪、齐齐哈尔三家子 

2003.12 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陕西省 西安咸阳、榆林西沙、安康五里铺、汉中西

关、延安二十里铺 

2003.12 陕西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甘肃省 兰州中川、嘉峪关、敦煌、庆阳 2004.07 甘肃机场集团公司 

青海省 西宁曹家堡、格尔木 2003.6 青海省民用机场有限公司 

西北地区（12 个）

宁 夏 自 治

区 

银川河东 2004.04 宁夏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族自

治区（10 个）

新 疆 自 治

区 

乌鲁木齐地窝堡、喀什、伊宁、塔城、且末、

阿勒泰、库车、和田、阿克苏、库尔勒 

2004.0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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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７月８日，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在兰州将旗下所属

的兰州中川、庆阳、嘉峪关、敦煌四大机场移交给了甘肃省。

至此，原来归国家民航总局的 100 多个机场的属地化管理全部

完成。这标志着国务院６号文件规定的民航体制改革各项任务

圆满完成，但这个时间表还是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半年。 

从表 7可以看出，虽然这次下放的 93 家机场中不乏诸如重

庆北江机场、长沙黄花机场、西安咸阳机场、海口美兰机场、

贵阳龙洞堡机场、沈阳桃仙机场、成都双流机场、哈尔滨机场

等位居国内前 20 位的大机场，但很多机场的经营都不尽人意，

尤其是地方财政十分紧张的西北部地区的机场，造成机场下放

地方的步伐缓慢。 

3．1．2 机场属地化后的民航管理体制 

机场实行属地化管理后，除北京首都机场和西藏自治区内

的民用机场外，原由民航总局直接管理的机场都交由地方政府

管理。民航三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宣告完成，保留民航华北、

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和新疆 7 个地区管理局。撤消

原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局，改设 26 个民用航空安

全监督管理办公室，民航总局将行使行业监管与安全监督职能。

今后政府职能只是依法管理，而机场的运作将市场化。 

3．2 属地化后我国机场的发展方向 

机场属地化管理是民航深化“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改革、

解决“体制性或制度性问题”的开端，而实现“投资主体多元

化，机场管理专业化，商业经营市场化，航空服务社会化，运

行标准国际化”才是最终目标。因此，如何在管理模式和融资

渠道方面寻求突破，特别是在机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

系方面找到解决方案，乃是是机场行业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3．2．1 机场定位的明确 

机场能否准确定性是机场能否得以良性健康发展的根本所

在。 

美国政府把机场定性为“不以盈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

益服务的公共产品和城市基础设施”。与美国相似，加拿大、日

本、巴西、韩国等国家均把机场定性为非盈利的公共设施或产

品，机场的管理机构大多为管理型机构，机场的建设和经营由

政府承担或给予补贴。另外，部分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商业化的

路子，不过目的是为了提高机场的管理效率，但非盈利性质没

有改变。 

长期以来，我国对机场的属性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对机

场采取“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由此带来

了许多管理和经营上的问题。比如：机场的职能与机场的公益
2004 年７月８日，兰
州四大机场移交甘肃

省，至此机场属地化管

理全部完成，但这个时

间表还是比原定时间

推迟了半年。 
 
 
 
 
 
 
 
 
 
机场实行属地化管理

后，民航总局将行使行

业监管与安全监督职

能。今后政府职能只是

依法管理，而机场的运

作将市场化。 
 
 
 
 
 
机场属地化管理是民

航深化“管理体制和运

作机制”改革、解决“体

制性或制度性问题”的

开端，而实现“投资主

体多元化，机场管理专

业化，商业经营市场

化，航空服务社会化，

运行标准国际化”才是

最终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对机场

的属性一直没有明确

的界定，由此带来了许

多管理和经营上的问

题。 

性和基础性相矛盾；机场的管理定性模糊，难以实行规范化管

理；国家难以制定思路明确的产业政策，政策摇摆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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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 80%的机场属于中小机场，机场属地化后，如果定

性不明确、国家在投资和税收政策上支持力度不够，光靠地方

政府的力量给予支持，会使中小机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中小机

场处境更为艰难，甚至有可能导致机场的暂时萎缩。 

从目前的情况看，机场

属地化后，我国机场的

定性有待尽快明确。 
 
 
 
 
 
 
 
 
 
 
 
 
 
在 21 世纪初的 20 年
中，专业化的机场管理

公司将是适应民航业

未来改革发展的重要

管理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机场在

体制改革方面严重滞

后。建立多样化的机场

管理模式，实现从“经

营管理型”向“专业管

理型”的转变，是属地

化改革后我国机场发

展的必经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看，机场属地化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倾

向于引进资金搞活机场，企业化经营的观念仍旧根深蒂固。这

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机场的发展，机场的定性有待尽快明确。 

我们认为，对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大型机场可采取企业化

方式运作，同时要严格监督其经营行为，特别要注意防止与航

空公司的不平等竞争和获得超额利润；对中小机场明确其基础

设施的公益性属性，真正实现由经营型向管理型的转变。同时，

国家应尽快规范和界定民用机场的经营管理行为，避免机场和

航空公司的利益冲突和不平等竞争，为行业的协调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3．2．2 机场管理的专业化 

20 世纪后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机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

离，这一概念与发达的酒店业中专业化的酒店管理公司颇为相

似。专家预测，在 21 世纪初的 20 年中，专业化的机场管理公

司将是适应民航业未来改革发展的重要管理模式。 

美国作为航空最发达的国家，机场被认为是地方政府作为

发展地方经济和为公众提供出行条件的重要基础设施，机场的

管理机构多为事业单位性质的董事会，任务就是对机场的发展

和财务支出进行决策。机场的经营机构均为管理型,人员十分精

简，经营性项目的社会化程度相当高。 

英国机场（BAA）集团被业内专家看作机场专业化管理公司

的一个典范。它目前经营和控制了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

区的多个市常占据了英国机场客运量的 70%，货邮量的 82%，欧

洲机场客运量的 10%。值得一提的是，它与美国两个机场的业

务管理合同，不牵涉资产所有权方面的问题，被公认为专业化

机场管理公司的标志性突破。 

在我国，长期以来，行业特有的垄断性导致我国机场在体

制改革方面严重滞后，也落后于国内航空公司。我国机场的运

营模式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管理、经营、服务全都管，

‘眉毛胡子一把抓’。配合多元化投资体制，必须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多样化的机场管理模式，实现从“经营管理型”．．．．．．．向“专．．

业管理型”．．．．．的转变，是属地化改革后我国机场发展的必经选择。 

这次在机场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同时，地方政府纷纷成立直

属的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如表 7所示），负责对下放至地方的机

场和原先由地方投资建设的机场进行管理。不过，这种集团化

的管理公司，目前还停留在经营管理的阶段，离专业化管理的

国际趋势还有相当距离。此外，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机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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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机场管理集团成立之初往往缺乏独立性。 
今后，随着中小机场基

础设施公益性属性的

明确，中小机场的机场

管理机构将实现由经

营型向管理型的转变。

而那些具备生存和自

我发展能力的机场，尤

其是大型机场，将由专

业化的机场管理公司

负责管理。 
 
 
 
 
 
 
 
 
 
美国机场的发展相当

程度地得益于政府在

资金上给予的强有力

的政策支持。与美国相

似，日本、巴西、加拿

大等国用于机场建设

的资金均主要来源于

民航业本身收取的航

油税、空港设施使用费

等税费以及政府财政

拨款。 
 
 
 
 
 
 
 
长期以来，由于运量和

规模差距极大，我国机

场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的能力远远低于美国

机场，机场建设资金来

源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今后，随着中小机场基础设施公益性属性的明确，中小机

场密布的地区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机场管理机构，将实现由经营

型向管理型的转变。而那些具备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机场，

尤其是大型机场，将由专业化的机场管理公司负责管理。这些

专业化的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将逐渐脱离目前机场办社会的

模式，实现管理的完全独立，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进行积极的市场拓展，不局限于只管理一个机场，

并且融合多种行业的特征和职能；与机场所有权相分离，通过

接受委托、租赁等多种形式对机场部分或全部传统业务（如零

售、餐饮、地面服务、广告、停车等）实施管理和经营。 

3．2．3 机场建设资金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资料，美国机场建设资金来

源主要为以下几个渠道：旅客机场设施使用费（Passenger 

Facility Charge）；FAA 基金补助（即航空信托基金），来源于

民航业本身收取的税费，如：客货税、国际抵港离港税、航空

燃油税、国内航段费和外航过境费；机场的商业收入；地方政

府补贴和发行债券。 

不难看出，美国机场建设资金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资本金

比例较高，约为 66.7%；二是债券融资成本较低，且大部分债

券由地方政府负责偿还；三是上述资本金来源中，几乎全部是

由政府给予的扶持机场政策在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美国机场

的发展相当程度地得益于政府在资金上给予的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与美国相似，日本、巴西、加拿大等国用于机场建设的资

金均主要来源于民航业本身收取的航油税、空港设施使用费等

税费以及政府财政拨款。 

我国“六五”、“七五”期间机场投资资金短缺、基础设施

建设严重滞后，成为当时阻碍民航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此，国家决定参照美国的方式，自 1993 年开始收取“民航基

金”和“机场费”用于机场、空管等民航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

基金，这项政策的建立使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八五”“九五”期间，占全国旅客吞吐量 90%以上的主要机场

几乎全部得到了改善；机场建设投资分别增长到211亿元和 654

亿元，其中专项基金投资分别为４1 亿元和 130 亿元，相应带

动了 308 亿元的地方投资和 243 亿的银行贷款。   

长期以来，由于运量和规模差距极大，我国机场的自我生

存和发展的能力远远低于美国机场，在这样的条件下，目前我

国机场建设资金来源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本金比例较低，

55%的资本金较美国低了近 12 个百分点；二是资金渠道单一，

银行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占了投资总额的 45%，融资成本较高、

还贷压力较大；三是来源于政府的政策性资金尚不足以支持机

场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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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现有机场大面积亏损和新机场建设资金不足的两难局

面，去年 5 月份停收的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今年 4 月份恢复

征收，只是调整了征收的办法。除了保留这一专项基金的投资

政策外，不排除国家借鉴美国的做法将来采取收取旅客机票购

置附加税、飞机燃油税等办法拓宽筹集机场建设资金的渠道。 

国家对机场建设资本

金投入的压力较大，单

靠这种方式很难满足

机场建设资金的需要。

 
 
 
 
 
机场属地化管理后实

现建设资金和投资主

体的多元化是必然的

选择。 
 
 
 
 
 
在中国航空业肯定会

持续增长的客观条件

下，私有民营资本应该

具有投资倾向。 
 
 
 
 
2002年 6月 21日，《外
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

定》放宽了外商投资民

用机场的限制，外资投

资国内机场企业的股

权比例可能突破 50％，
这为外资进入机场投

资领域提供了重要政

策支持。 
 
 
 
 
机场划归地方政府后，

地方政府在资本运作

方面会有更强的动力

和空间。 

从目前国内航空业发展的状况看，政府对机场的税收政策

进行调整，返还部分机场税收用于机场的建设和经营补贴，尤

其是将来在机场定位明确后根据机场经营性质的不同予以补

贴，对公益性项目进行重点支持，这种办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而国家不仅要考虑到对西部的倾斜，还要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

对带有国家行为色彩的东部地区机场项目也要予以资金支持。

这样，国家对机场建设资本金投入的压力较大，单靠这种方式

很难满足机场建设资金的需要。 

因此，机场属地化管理后实现建设资金和投资主体的多元

化是必然的选择。而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场管理专业化则

是解决机场普遍亏损、打造航空城的必由之路。欧洲发达国家

在对国营和高度管制的机场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的经

验证明，投资主体多元化会有力地促进机场管理水平的提高和

竞争力的加强。 

在适合中国国情和法律制度环境下，中国有效地应用全球

经验，探索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完全可行的。在中国航空业肯定

会持续增长的客观条件下，私有民营资本应该具有投资倾向。

关键是创造有利的法律法规环境，在土地、税收、资产所有权

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厦门机场率先上市并募集社会公众股达到

25％，之后海口美兰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机场、深

圳机场、白云机场等众多机场相继上市，上海机场还发行了可

转债，襄樊机场、九江机场等则引进了民营资本，这些机场都

不同程度实践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战略。2002 年 6月 21日，《外

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放宽了外商投资民用机场的限制，外

资投资国内机场企业的股权比例可能突破 50％，这为外资进入

机场投资领域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 

2004 年 2 月 27 日，“股权多元化，管理专业化——属地化

后的机场管理挑战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得

到一致认同。可以预见的是，机场属地化后，这种多元化的趋

势将逐渐成为现实。 

3．2．4 机场业内部的重组兼并 

机场移交的过程也是产权变更、资源整合的过程。属地化

后机场将融入地方的经济发展中，机场作为基础设施，反映出

的效益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投资体制理顺之后，地方会

更有积极性。此外，划归地方政府后，地方政府在资本运作方

面会有更强的动力和空间。 

实际上，机场属地化管理为中国机场跨区域业务和产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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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打下了基础。作为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机场可以根据利益驱

动实施机场与机场之间的兼并、重组，从而改变国内机场众多，

但实力缺乏的窘境。由此将形成新一轮机场业内部的重组兼并。

而联合重组，合纵横贯，做大做强，也是机场行业和企业参与

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 

机场属地化改革后，贵

州省机场已率先做出

了积极寻找市场和出

路的有益尝试，预计这

种行业内的重组兼并

高潮不久将会到来。 
 
 
 
 
 
 
 
目前国内大多数机场

仍然以运营保障航班

为主，根据最新的国际

发展趋势，未来的机场

将是一个多功能的“航

空城”。 
 
 
 
 
 
未来机场业的竞争，将

是机场群与机场群的

竞争，机场联盟与机场

联盟的竞争。 
 
 
 
 
 
 
 
 
目前，国内各航空集团

都在加紧航线网络的

调整。首都机场、上海

机场、白云机场三大枢

纽机场的枢纽地位将

逐渐凸现，围绕中枢机

场组成的机场集群的

雏形也将形成。 
 

今年 7 月份，已经联合重组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江西省

机场集团公司、湖北省机场集团公司和重庆市机场集团公司的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又“圈下”了贵州省内包括贵阳龙洞堡在

内的 5个民用机场，从而直接、间接拥有了 16 个机场。这既体

现了机场业投资多元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机场属地化

改革后，地方机场积极寻找市场和出路的有益尝试，预计这种

行业内的重组兼并高潮不久将会到来。 

3．3  机场功能的拓展 

目前国内大多数机场仍然以运营保障航班为主，而根据最

新的国际发展趋势，未来的机场将是一个以航空主业为依托，

融合航空物流、保税区、高新技术加工产业、国际商贸、商务

会议等于一体、辐射周边区域的“航空城”的概念，并成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龙头。目前，国内机场中，首都机场、上海机场、

白云机场、深圳机场等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3．4  未来机场的竞争格局 

在“股权多元化，管理专业化——属地化后的机场管理挑

战高层论坛”论坛上，有专家预料，在 21 世纪初的 20 年中，

大量的机场将围绕中枢机场结成机场集群，用科学分配运量资

源和分工侧重的方法，实现集群效应利益。未来机场业的竞争，

将是机场群与机场群的竞争，机场联盟与机场联盟的竞争。通

过联合重组，重新整合、优化区域内的机场资源配置，形成规

模，才能将蛋糕做大，实现共同发展。而引进专业化管理公司

有利于集资扩大再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济，有利于发展航空

服务业，是机场发展新的增长途径。 

目前，国内各航空集团都在加紧航线网络的调整，开放深

圳、上海等城市第五航权的政策也在酝酿之中，随着航空公司

枢纽航线网络布局的逐步形成，首都机场、上海机场、白云机

场三大枢纽机场的枢纽地位将逐渐凸现，围绕中枢机场组成的

机场集群的雏形也将形成。 

引人关注的是，白云机场今年下放时，广东省机场管理集

团公司同时成立，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移交仪式上明确指出，

广东省将形成以新白云机场为枢纽机场，深圳、珠海机场为干

线机场，汕头、湛江、梅县机场为支线机场的民航机场体系，

同时加强与周边各省区机场的联合和与港澳机场的互补，实现

航空运输和机场服务对接。黄华华省长的一番话似乎为长期以

来业界关注的珠三角五大机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

海机场，又称“Ａ５”）话题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也表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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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将整合区域内的机场资源，从而进一步确立白云机场华南枢

纽机场的地位。遵循广东省的这套思路，珠三角Ａ５机场群的

发展前景渐渐变得明朗起来。 

4、机场行业的发展前景 

4．1 机场建设方兴未艾 

中国机场业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良性运转而高速增长的，

在过去十年内，中国新建、改扩建机场近 100 个。全国所有的

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道府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和主要旅游城市

都拥有较现代化的民用机场，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地面交通不便地区也拥有相应规模的民用机场，全国已形成了

布局基本合理、规模较为适宜的机场格局。虽然目前我国现有

的大部分机场仍处于亏损状态，但从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国际

比较看，我国机场业的发展潜力巨大。 

虽然目前我国现有的

大部分机场仍处于亏

损状态，但从经济发展

的前景以及国际比较

看，我国机场业的发展

潜力巨大。 
 
 
 
 
 
我国机场无论从数量

上、密度上，还是机场

的规模上都远远落后

于航空发达国家水平。

 
 
 
 
 
 
 
 
 
 
 
 
如果按照到 2020 年国
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

来计算，从现在开始

GDP每年要增长 7％。
而按照普遍规律，民航

发展速度一般是 GDP
的 1.5-1.8 倍，现有机
场远远不能满足航空

业发展的需要。 

4．1．1 从国际比较看 

美国作为航空业最发达的国家，其国土面积与我国相近，

人口约为我国的 1/6。据统计，2000 年美国定期航班运输机场

共有 651 个，是我国的 4.5 倍；密度为 0.69 个/万平方公里

（中国为 0.15 个/万平方公里）。2000 年，全美机场旅客吞吐

量为 14 亿多人次，约为我国的 10 倍；吞吐量前 20 位的机场

中，5000 万人次以上的有 4 个。2002 年，亚特兰大机场进出

港旅客人数达 7687.61 万人，相当于同期我国前五名机场的总

和。我国机场无论从数量上、密度上，还是机场的规模上都远

远落后于航空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我国航空业仍处于发展阶

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航空量相当小（仅相当于澳大利亚人

均水平的 1/25、美国人均水平的 1/49）。由此可见，未来中国

机场业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4．1．2  从经济发展看 

如果按照到 2020 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来计算，从现在

开始 GDP 每年要增长 7％。而按照普遍规律，民航发展速度一

般是 GDP 的 1.5-1.8 倍。 

如果按 13％的年平均增长来计算：2002 年全国机场旅客吞

吐量、货邮吞吐量、飞机起降架次分别为 1．7亿人次、396 万

吨和 211 万架次，那么到 2020 年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

吐量、飞机起降架次则应分别达到约 15 亿人次、3571 万吨和

1903 万架次。 

如果按每百万人次需要 1 万平方米的旅客航站楼、每 8 万

吨货物需要 1 万平方米的货运楼计算，旅客航站楼总面积需要

约 950 万平方米，货运航站需要约 280 万平方米。目前国内所

有旅客航站楼总面积约为 300 万平方米左右，货运站总面积不

到 80 万平方米。这就意味着今后 18 年，我们每年要建设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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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36 万平方米的旅客航站楼和 11 万平方米的货运站。北京、

上海、广州等机场将需要建设三条或三条以上的跑道，深圳、

成都、昆明、海口、西安、厦门、重庆等机场需要建设第二跑

道，机场数量预计也要增加 100 个左右。 

按照规划，预计到 2005 年，中国内地民用机场将达 170 多

个，到 2010 年，则将飙升到 230 多个。国家民航总局证实说，

在“十五”（2001 年－2005 年）期间，用于机场建设的投资将

达 1100 亿元人民币，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只有少部分

来源于企业自筹、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不过，民航总局的官

员称，外商及民间投资机场建设将受到鼓励。 

4．2  中国民航发展潜力巨大 

4．2．1  过去 25 年，中国航空业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 25 年以来，中国民航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003 年，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民航客运量、民航货邮运输量已

分别达到1708000万吨公里、8759万人和219万吨，分别为1978

年的 56.19 倍、36.92 倍和 33.33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7.57％、15.65％和 15.19％。 

表 8  1978～2003年民航客货运输增长状况 
 1978年 1985年 1988年1991年 1994年1997年1999年2000年2001年 2002年 2003年 

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年均增长 20.62% 22.99% 22.07% 11.52% 22.13% 14.06% 10.64% 15.44% 10.30% 14.90% 3.60 

民航客运量年均增长 21.45% 18.25% 24.51% 14.74% 22.86% 11.71% 4.04% 10.30% 10.91% 12.00% 1.90%

民航货邮运输量年均增长 —— 17.30% 18.81% 11.39% 22.42% 14.56% 16.93% 15.41% 6.60% 15.80% 8.40%

资料来源：民航总局，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图 3  1978～2003年民航客货运输年均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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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从表 8可以看出，除了 1997 年、1998 年受亚洲经济危机、

2001 年受美国“911”事件，以及 2003 年遭受非典重创，航空

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外，其他年份民航运输均保持了两位数的

高增长。图 3则清晰地显示，过去 25 年中，民航运输总周转量、

民航客运量、货邮运输量增长速度在 1990 年前后达到高峰后，

除了受到偶然因素影响的上述年份外，年均增速基本上分别稳

定在 15％、11％和 15％左右的较高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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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民航是中国交通运输行业中增长最快的子行业 

表 9  1990～2001年民航、公路与铁路客货增长比较 

 客运周转量年均增长％ 货运周转量年均增长％ 

民航 13.7％     15.8％ 

公路        9.6％      6.3％ 

铁路        5.4％     2.9％ 

                          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过去十年，中国的运输业与经济发展一同持续快速增长，

其中，航空运输的增幅最为显著。自 1990 年至 2001 年，航空

客运量（以客公里计）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13.7%，而高速公路

旅客和铁路旅客的年复合增长率则分别是 9.6%和 5.4%；同时，

航空货运量（以顿公里计）在同期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5.8%，

而高速公路货运量和铁路货运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则分别是6.3%

和 2.9。2002 年，民航快速增长的势头继续得到保持，客运量

和货邮运输同比增速分别达 12％和 15.8％。 

4．2．3  2004 年，民航有望出现 1994 年以来的最快增长 

表 10   2004年民航运输增速预测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中期 全年 比例 中期 全年 比例 平均 调整前 调整后 中期 全年（预测） 增长率（预测）

客运量（亿人） 0.4 0.8 0.5 0.4 0.84 0.48 0.488 0.8759 0.9436 0.56 1.14732 21.59% 
货邮运输量（万吨） 78 170.1 0.46 92.61198.1 0.47 0.463 219 229.284 129 277.546 21.05% 
总周转量（亿吨公里）75.4 141.2 0.53 75.42162 0.47 0.5 170.8 186.138 106 212.796 14.32% 

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2003年，尽管航空运输因遭受非典打击全年增速大幅下滑，

但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强劲复苏势头在 2004 年上半年仍

在延续。受需求旺盛和 2003 年同期较低基数的影响，2004 年

上半年民航客运量、货邮运输量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71.3％和

35.5％；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73.9％、28.3

％，民航总周转量大增 54.5％。这些运输指标增长速度均创出

1978 年以来的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航空客货运输将

出现 1994 年以来的最
快增长，中国民航“十

五”计划的客货运输目

标今年有望提前实现。

考虑到 2003 年比较基数异常所造成的虚增因素，我们按照

民航客货运输近年来的平均增长水平对 2003 年各运输指标进

行调整，测算出 2004 年客运量、货邮运输量和民航总周转量将

分别较 2003 年（调整后）增长 21.59％、21.05％和 14.32％。

与表 8中国民航过去 25 年的运行数据进行对照，不难发现，今

年航空客货运输将出现 1994 年以来的最快增长，而民航总周转

量增长将维持在过去数年的较高水平上。中国民航“十五”计

划“2005 年旅客运输量达到 1 亿人次，货邮运输量达 280 万

吨”的目标今年就有望提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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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民航旅客运输比重依旧偏低 

图 4  1978年～2004年 6月旅客运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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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ww.people.com.cn；旅客运输构成为旅客运输周转量比例；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数据，过去几十年中，传统的火车、汽

车、轮船、飞机的旅客运输顺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见

图 4），公路、民航客运量在全社会客运量中的比重日渐上升，

而铁路、水运旅客的比例逐渐下降，最终演变为当今的公路、

铁路、民航、水运旅客运输的新格局。 

建国以来，中国航空业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高速增长

时期，民航旅客周转量占全社会旅客周转量的比重由 1978 年

1.6％的较低水平逐渐增至 9.29％的较高水平，25 年的时间内

这一比例提高了 4.80 倍，而从 1989 年～2003 年 14 年的时间

内就提高 200％。今年上半年，在需求旺盛的拉动下，民航旅

客所占比例首次突破 10％。 

表 11  1978年～2004年 6月我国民航客运量与全社会客运量 

 客运量（亿人）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年  份 全社会 民航 比例（％） 全社会 民航 比例（％） 

1978年 25.40 0.0231 0.09 1743 27.9 1.60 

1989年 79.14 0.1283 0.16 6075 186.8 3.07 

2001年 153.41 0.7524 0.49 13155 1091.4 8.30 

2002年 161.42 0.84 0.52 13932.84 1242.00 8.91 

2003年 158.31 0.87 0.55 13592.39 1263.41 9.29 

2004M 88.06 0.56 0.64 8053.32 828.70 10.2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盛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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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民航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民

航旅客占全社会的比重才刚刚突破 10％。如果以旅客绝对人数

衡量，1978 年航空客运量仅占全社会客运量的 0.1％，虽然经

过 26 年的发展目前这一比例提高到了 0.64％，但还不到全社

会客运量的 1％。 

目前民航旅客运输比

重依旧偏低，中国航空

市场蕴藏巨大潜力. 
 
 
 
 
 
 
 
 
 
 
 
 
 
 
 
 
 
 
 
 
 
从国际经验看，枢纽机

场具备长期竞争力，民

航总局也是优先支持

枢纽机场的发展。 
 
 
 
 
 
 
 
目前在国内上市的机

场 中 , 白 云 机 场

(600004)、上海机场
(600009)值得长期关
注。 

显然，目前民航旅客运输比重依旧偏低，中国航空市场蕴

藏巨大潜力。 

4．3  宏观调控利于行业长期发展 

我们从表8所显示的中国航空业过去25年的增长率数据可

以看出，航空运输的平均增长率通常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在

快速发展时期，航空运输增长率甚至能达到国民经济增长率的

两倍以上。 

今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一些列的宏观调控，以消除经济发

展中的不稳定因素，这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非常有利。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有望保持 6%以上的增长

速度，居民收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航空运输所占比重亦会相

应上升，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和飞机起降架次等运营

指标将会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5、枢纽机场具备长期竞争力 

从国际经验看，枢纽机场不仅在机场行业内具有明显竞争

优势，而且在与高速公路、铁路的高速列车等航空运输替代方

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将会获得更快的

增长。 

目前，我国所处的亚太地区周边有多个地区性的枢纽机场,

包括日本东京羽田、大阪关西、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曼谷

等 5 大客货混合运输中枢。与这些机场相比，我国三大机场仍

有不小的差距。 

为此，中国民航＂十五＂规划提出，在＂北京、上海、广

州三大城市四个机场中，强化首都、浦东、新白云 3 个机场的

全国大型枢纽地位及配套设施建设, 提高中转能力和国际通航

能力，成为全国性航空客货集散中心。” 

目前，北京机场、浦东机场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国内首个按中枢理念设计建造的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今年

8月 5 日也正式启用通航。 

随着机场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民航对外开放的逐步

推进，我国枢纽机场必将迎来灿烂的明天。目前在国内上市的

机场中，白云机场（600004）、上海机场（600009）值得长期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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