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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协：国际旅行仍受限制 航空客运复苏迟缓 

 

2020 年 7 月 28 日，日内瓦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以下简称“国际航协”）最新的全球航空客运定

期数据显示，航空客运的复苏比预期的更为缓慢： 

 
• 2024 年，全球航空客运需求（按照收入客公里或 RPKs 计算）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比此

前的预测晚了一年。 

• 短途旅行的复苏预计仍将比长途旅行更快。因此，旅客数量的恢复速度将快于以 RPKs 计算的航空

客运需求。然而，期待需求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可能 2024 年更为实际。2020 年全球客运量

（航空旅客数量）预计同比 2019 年下降 55%，低于 4 月份的预测（46%）。 

2020 年 6 月份客运量复苏速度慢于预期。全球航空客运量同比去年暴跌 86.5%。由于国内航空市场逐步恢

复，尤其是中国国内航空市场需求上升的推动，本月跌幅较 5 月份（下降 91.0%）略有改善。6 月份载客率

为 57.6%，创下本月历史新低。 

航空客运市场复苏前景比此前预期悲观，近期趋势如下： 

• 美国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病毒遏制缓慢：尽管美国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基本上成功遏制病毒传播，但这

些经济体和中国的局地都出现新的疫情。在许多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几乎没有遏制病毒蔓延，这

类经济体与美国占全球航空旅行市场的 40%左右。它们的持续关闭，特别是国际旅行，严重拖累经

济复苏。 

• 公务旅行减少：公司旅行预算将非常有限，即使在经济好转的情况下，公司仍然面临财务压力。此

外，尽管从历史上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航空旅行高度相关，但调查显示，这种联系已经减弱，

特别是在商务旅行方面，视频会议似乎已经成为替代面对面会议的有效方式。 

• 消费者信心不足：虽然探亲访友（VFR）和休闲旅游的需求被压抑，但对就业保障和失业率上升的

担忧，以及感染疫情的风险，消费者信心较弱。国际航协 6月份的旅客调查显示，约 55%的受访者

不打算在 2020 年出行。 

基于以上因素，国际航协对预测进行修正，2020 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将比 2019 年下降 55%（4 月份的预测

是下降 46%）。预计 2021 年，旅客数量将在低迷的 2020 年基础上增长 62%，但与 2019 年相比仍将下降

近 30%。2024 年，行业才能完全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比之前的预测迟缓一年。 



 

 

同时，由于国内市场先于国际市场开放，而且在目前的环境下，旅客似乎更喜欢短途旅行，因此客运需求

的恢复将更加缓慢，预计 2024 年客运量将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比之前的预测晚了一年。控制疫情在科

学方面的进展，包括疫苗的成功研制，可以使患者更快地康复。然而，目前看来，下行风险要大于上行风

险。 

国际航协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先生（Alexandre de Juniac）表示：“4月份客运量触底，

但回暖力度一直很弱。国内市场有所改善，国际市场仍基本关闭。英国周末决定对所有从西班牙返回的旅

客实施全面隔离，消费者信心进一步下降。在世界许多地区，感染率仍在上升。复苏将是漫长的，行业和

全球经济将面临更大冲击。” 

“对航空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政府需要继续采取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救助措施。例如，北半球的冬季

完全取消“80-20 航班时刻”规则，将大大缓解航空公司在不可预测的需求模式下计划航班时刻表的问题。航

空公司正在计划时间表。他们需要把重点放在满足需求上，而不是满足那些根本就不适合危机剧烈波动的

时段规则。越早知道空档规则越好，但我们仍在等待主要市场的政府确认豁免。” 德·朱尼亚克先生说。 

全球航空客运市场——2020 年 6 月份 

 
全球市场 

份额占比 

2020 年 6 月（同比变化率） 

收入客公里 可用座公里 载客率同比变化率 载客率 

整体市场 100.0% -86.5% -80.1% -26.8% 57.6% 

非洲 2.1% -96.5% -84.5% -54.9% 16.2% 

亚太 34.6% -76.4% -69.6% -18.5% 63.8% 

欧洲 26.8% -93.7% -90.0% -31.9% 55.5% 

拉美 5.1% -91.2% -89.0% -16.7% 66.6% 

中东 9.1% -95.5% -90.4% -40.7% 35.7% 

北美 22.3% -86.3% -76.9% -36.5% 52.4% 

 

国际客运市场 

与 2019 年 6 月份相比，今年 6 月份国际客运需求暴跌 96.8%，仅比 5 月份跌幅（98.3%）略有改善。运力

下降 93.2%，载客率下降 44.7 个百分点，降至 38.9%。 

亚太航空公司 6 月份客运需求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 97.1%，与 5 月份（下降 98.1%）相比几乎没有

改善。运力下降 93.4%，载客率下降 45.8 个百分点，降至 35.6%。 

欧洲航空公司 6 月份客运需求同比去年暴跌 96.7%，5 月份下降 98.7%。运力下降 94.4%，载客率

下降 35.7 个百分点，降至 52.0%。 

中东航空公司 6 月份客运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 96.1%，5 月份需求下降 97.7%。运力下降 91.1%，

载客率降至 33.3%，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43.1 个百分点。 



 

 

北美航空公司 6 月份客运量暴跌 97.2%，与 5 月份（下降 98.3%）相比几乎没有改善。运力下降

92.8%，载客率下降 53.8 个百分点，降至 34.1%。 

拉美航空公司 6 月份客运需求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 96.6%，5 月份下降 98.1%。运力下降 95.7%，

载客率下降 17.7 个百分点，降至 66.2%，位列各地区首位。 

非洲航空公司 6 月份客运量暴跌 98.1%，与 5 月份（下降 98.6%）相比变化不大。运力下降 84.5%，

载客率骤降 62.1 个百分点，降至 8.9%，为各地区最低。 

国内客运市场 

6 月份国内客运需求下降 67.6%，较 5 月份降幅（下降 78.4%）有所改善。运力下降 55.9%，载客率下降

22.8 个百分点，降至 62.9%。 

国内航空客运市场——2020 年 6 月份 

 

全球市场 

份额占比 

2020 年 6 月（同比变化率） 

收入客公里 可用座公里 载客率同比变化率 载客率 

国内市场  36.2% -67.6% -55.9% -22.8% 62.9% 

澳大利亚 0.8% -93.8% -89.1% -33.8% 44.4% 

巴西 1.1% -84.7% -83.3% -7.1% 74.7% 

中国 9.8% -35.5% -21.3% -15.2% 69.5% 

日本 1.1% -74.9% -63.4% -22.4% 48.8% 

俄联邦 1.5% -58.0% -36.4% -28.9% 56.4% 

美国 14.0% -80.1% -67.4% -34.9% 54.7% 

 

中国航空公司继续引领经济复苏，6 月份的客运量同比下降 35.5%，好于 5 月份（下降 46.3%）。 

日本航空公司 5 月底，疫情紧急状态解除后，国内客运需求有所改善。6 月份国内客运需求同比下

降 74.9%，而前两个月的降幅均约为 90%。 

总结 

德·朱尼亚克先生指出：“尽管国内客运需求有所改善，但国际客运需求在正常情况下占全球航空旅行的近三

分之二，实际上仍未恢复。大多数国家仍然对国际入境者关闭，或者采取了隔离措施，后果无异于彻底封

锁。夏季，常态时航空业最繁忙的季节正悄然过去；除非各国政府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寻找边境关闭、

停止破坏信心以及重启需求的替代方案，否则国际航空旅行几乎不可能好转。” 

 

国际航协敦促各国政府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启航：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危

机下的航空旅行指南》。国际航协还认为，采取准确、快速、规模化和负担得起的检测措施和全面的接触

追踪，能够在管理病毒传播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同时重新与经济体建立合作，恢复旅行和复苏旅游业。

https://www.icao.int/covid/cart/Pages/CART-Take-off.aspx
https://www.icao.int/covid/cart/Pages/CART-Take-off.aspx


 

 

我们需要学会用具针对性和可预测的措施来管理与疫情期间的风险，安全地重建旅行者的信心和支离破碎

的经济。” 德·朱尼亚克先生强调。 

查阅 六月份航空客运运输报告 

查阅 六月份数据和航空旅行预测报告（修正版） 

 

- IATA - 

编者注释: 

- 国际航协在世界各地共拥有 290 家成员航空公司，其定期国际航班客运量占全球的 82%。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air-passenger-monthly-analysis---june-20202/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june-data-and-revised-air-travel-outl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