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际航协：全球航空业巨亏状况将持续到 2021 年 

新闻稿 

国际航协：全球航空业巨亏状况将持续到 2021 年 

2020 年 11 月 24 日，日内瓦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以下简称“国际航协”）对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航空

运输业的业绩进行修订。国际航协预测业绩有望改善，但行业严重亏损将持续到 2021 年。 

• 预计 2020 年净亏损 1,185 亿美元，超过 6 月份预测结果（亏损 843 亿美元）。 

• 预计 2021 年净亏损为 387 亿美元，超过 6 月份预测结果（亏损 158 亿美元）。 

2021 年行业绩效将在 2020 年基础上有所改善；经历了艰难的 2021 年上半年后，2021 年下半年有望改善。预计

2021 年，采取积极的成本削减措施，加之需求增长（由于边境重新开放并进行检测以及疫苗的广泛接种），航空业

现金流将在 2021 年第四季度转亏为盈，早于此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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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给行业带来了无

情的毁灭性打击。航空公司削减了 45.8%的成本，但收入却下降了 60.9%。航空公司今年每搭载一名旅客将损失 66

美元，净亏损总额为 1,185 亿美元。2021 年，净亏损将大幅减少 800 亿美元，但亏损 387 亿美元的前景并不值得庆

祝。航空公司预计至少要到 2021 年第四季度现金流才会转亏为盈。我们需要在无需隔离的前提下安全地重新开放

边境，让旅客重启飞行，刻不容缓。”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在 2020 年对行业生存发起了挑战。面对 5 千亿美元的收入损失（从 2019 年的 8,380 亿美元降至

3,280 亿美元），航空公司削减了 3,650 亿美元的成本（从 2019 年的 7,950 亿美元削减至 2020 年的 4,300 亿美

元）。 

“毫无意外，2020 年将是行业财政年度史上最糟糕的年份。航空公司在 2020 年平均每天削减开支 10 亿美元，但仍

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如果不是政府提供 1,730 亿美元的财政救助，将会有更多的航司破产。” 

客运业务各主要参数全面飘零： 

• 客运量预计将暴跌至 18 亿人次（比 2019 年的 45 亿人次下降 60.5%）。与 2003 年行业数据大致相同。 

• 客运收入预计将跌至 1,910 亿美元，不到 2019 年收入（6,120 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客运需求暴跌 66%

（按照收入客公里或 RPK 计算）。国际市场遭受沉重打击，需求狂泻 75%。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复苏的推动，预计 2020 年底将比 2019 年水平低 49%。 

• 客运收益预计比 2019 年下降 8%，载客率为 65.5%， 2019 年为 82.5%，跌回 1993 年水平。 

货运表现明显好于客运，但仍比 2019 年低迷： 

• 预计 2020 年货运量为 5,420 万吨，低于 2019 年的 6,130 万吨。 

• 货运收入逆势增长，从 2019 年的 1,024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1,177 亿美元。因客运需求急剧下降，客机

停飞，腹舱货运运力下降 24%，导致总运力下降 45%，推高 2020 年收益增长 30%。 



 
 

 

“货运的表现好于客运，虽不能弥补客运收入的下降，但在航空公司收入的占比明显增高，货运收入使航空公司能够

维持其基本的国际网络。” 德·朱尼亚克先生说。 

2019 年，货运收入占比 12%，2020 年预计将增长到 36%。 

2021 年 

预计 2021 年，虽然继续维持严重亏损的态势，但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出现显著好转。2021 年预计亏损 387 亿美

元，仅次于 2020 年的表现。 

假设 2021 年年中，部分边境得以开放（通过试点项目或疫苗接种增加），总收入预计将增至 4,590 亿美元（2020

年为 1,310 亿美元，但仍比 2019 年的 8,380 亿美元低 45%）。相比之下，成本预计只会上涨 610 亿美元，从而实

现整体财务业绩的改善。然而，航空公司每搭载一名旅客仍将损失 13.78美元。到 2021年底，收入增加将会带来改

善，但明年上半年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2021 年客运量预计将增至 28 亿人次，比 2020 年增加 10 亿人次，比 2019 年减少 17 亿人次。预计客运收益将持

平，载客率有望增至 72.7%（比 2020 年预期的 65.5%有所改善，但仍远低于 2019 年的 82.5%）。 

货运业务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的表现。商业信心的增强以及航空货运在疫苗分销中发挥重要作用，预计货运量将增

至 6,120 万吨（超过 2020 年的 5,420 万吨，与 2019 年的 6,130 万吨持平）。由于客机腹舱运力恢复缓慢，加上对

时间和温度敏感的货物（疫苗）比例增加，运力持续紧缩，收益将进一步增长 5%。有助于货运收入的强劲表现，

预计将增至 1,398 亿美元的历史高位。 

复苏面临的挑战 

虽然行业在 2021 年的业绩将比 2020 年有所改善，但复苏之路将漫长而艰难。预计客运量最快要到 2024 年才能恢

复到 2019 年的水平，国内市场的复苏速度要快于国际市场。几个关键挑战需重点关注： 

债务水平和财政支持：航空公司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生存。2020 年政府提供了 1,730 亿美元的支持，但中等规模航

空公司的现金也只能维系 8 个半月的生存。此时正值冬季，许多地区的需求更是大幅低于本已疲软的常态冬季需求。

虽然“烧钱”已过危机峰值，但预计航空公司 2021年上半年平均每月仍将消耗 68 亿美元，直到 2021 年第四季度行业

现金流才会转亏为盈。 

“危机致行业遭遇严重财政损失。政府支持让航空公司得以维系生存。由于危机持续的时间比各种预期都长，因此需

要更多的政府援助。然而，援助应该在不增加 6,510 亿美元债务负担的形式发放。帮助航空公司存活从而推动经济

复苏是各国政府可进行的最重要的投资之一。此举不仅将拯救就业机会，还将推动占全球 GDP 10%的旅游业复

苏。” 德·朱尼亚克先生说。 

封闭边境/隔离措施：阻碍旅游业复苏的最大障碍来自旅行限制和隔离措施，这些措施实质性地阻止了旅游业的复苏。

最直接和最关键的解决办法是采用系统的病毒检测确保安全地重新开放边境。从长远来看，疫苗的广泛接种能使边

境保持开放，而无需检测或隔离，但疫苗供应的时间尚不确定。 

“我们有能力通过系统检测安全地重新开启旅行。航空业不能坐等疫苗投入市场。虽然行业正在为有效的疫苗分发做

准备，但检测是重新开放航空旅行的直接解决方案。仅旅行业和旅游业，就有 4,600 万个工作岗位因航空旅行锐减

而面临风险，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制定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检测快速、准确和规模化，可以安全地完成这

项工作。航空公司已做好准备。数百万人的生计掌握在政府和公共卫生权威机构手中。在政府投入数十亿美元维持

航空运输业的运转时，他们明白正常运转的航空运输业之于经济的重要性。现在他们需要给予航空公司安全运营的

方案从而保护投资回报。 

信心 

“面对危机仍要迎难而上。各国政府继续提供财政支持，航空公司才能在财政上得以保持活力，并采用检测方案实现

旅行而无需隔离，我们有计划能够立即克服最坏的情况。从长远来看，疫苗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最重要的是，大



 
 

 

众并没有失去旅行的意愿。即使是小规模的解除隔离措施，市场反应也是迅速而强烈的。一旦解除枷锁，旅游业将

反弹。对自由飞行的渴望并没有被危机消融。当政府采用检测方案开放边境时，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期盼。需要尽

快实现这一目标。” 德·朱尼亚克先生说。 

区域总结 

虽然所有地区都受到危机的影响，但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或拥有大型货运业务的航空公司表现更好。2021 年，亚

太地区和北美航空公司的预期损失减少最为显著，区域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地区 需求 

（2020 年对

比 2019 年） 

运力 

（2020 年对

比 2019 年） 

2020 年盈利 

（单位：美

元） 

需求（2021 年对比

2020 年和 2019

年） 

运力（2021 年

对比 2020 年

和 2019 年） 

2021 年盈利

（单位：美

元） 

全球 下降 66.3% 下降 57.6% 亏损 1,185 亿 增长 50.4%； 

下降 50% 

增长 35.5%； 

下降 43% 

亏损 387 亿 

北美 下降 66.0% 下降 51.6% 亏损 458 亿 增长 60.5%； 

下降 45% 

增长 36.4%； 

下降 34% 

亏损 110 亿 

• 北美航空公司受益于美国国内市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的早期复苏，并且已经进行了比

其他地区更广泛的重组，拉动了危机前行业财务业绩领先其他地区。 

欧洲 下降 70.0% 下降 62.4% 亏损 269 亿 增长 47.5%； 

下降 56% 

增长 35.5%； 

下降 49% 

亏损 119 亿 

• 欧洲航空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市场收入，经济体受到严重的第二波疫情冲击，因此，

直到 2021 年晚些时候，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收入才会增加。 

亚太 下降 62.0% 下降 55.1% 亏损 317 亿 增长 50.0%； 

下降 43% 

增长 38.4%； 

下降 38% 

亏损 75 亿 

•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国经济引领经济复苏，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有望在 2020 年底前恢复盈利。 

• 在疫苗分发之前，病毒控制的成功有助于该地区。 

• 货运的重要性是另一个因素，该区域的财务状况比其他区域更为强劲。 

中东 下降 73.0% 下降 64.5% 亏损 71 亿 增长 43.0%； 

下降 61% 

增长 23.6%； 

下降 56% 

亏损 33 亿 

• 中东航空公司面临着连接海湾枢纽和其他地区交通的重要性的挑战，因为长途航空旅行市场重

新开放的速度最慢。然而，这一地区的航空公司货运已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了。 

拉美 下降 64.0% 下降 60% 亏损 50 亿 增长 39.0%； 

下降 50% 

增长 34.3%； 

下降 46% 

亏损 33 亿 

• 拉丁美洲航空公司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导致破产，且疫情控制一直是挑战。 

• 一些主要市场保持开放，开放边境有助于航空旅行，测试结果为阴性无需隔离。但疫苗的分发

和疫苗接种可能落后于较发达市场，财务业绩的复苏更加迟缓。 

非洲 下降 72.0% 下降 62.8% 亏损 20 亿 增长 35.0%； 

下降 62% 

增长 21.5%； 

下降 55% 

亏损 17 亿 

• 非洲航空公司也只获得少量政府支持，数个公司倒下。 

• 该区域相对缺乏冷链设施可能会推迟疫苗的分发，预计该区域的财务业绩将延迟恢复。 

 

查看航空运输业绩效报告  

 查看航空运输业和航司盈利前景报告 

查看行业统计数据报告 

 

- IATA –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airline-industry-economic-performance---november-2020---report/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ressroom/presentations/outlook/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airline-industry-economic-performance---november-2020---data-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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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