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国际航协：6 月份国际航空旅行持续令人失望 

 

2021 年 7 月 28 日，北京 ——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以下简称“国际航协”） 全球航空客运需求定期报

告显示，国际和国内航空旅行市场均略有改善。由于国际旅行限制，需求仍大大低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

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 年与 2020 年月度数据同比结果有所失真。除非另作说明，本文的同比结果均

为与 2019 年 6 月份常态需求数据所进行的对比。 

• 与 2019 年 6 月份相比，2021 年 6 月份航空客运总需求（按照收入客公里或 RPKs 计算）下降

60.1%。比 2021 年 5 月份降幅（62.9%，与 2019 年同期相比）略有改善。 

• 6 月份国际客运需求比 2019 年 6 月份下降 80.9%，与 2021 年 5 月份（下降 85.4%）相比有所改

善。除亚太区外，其他地区的需求略有提升。 

• 与疫情危机前水平（2019 年 6 月份）相比，国内总需求下降 22.4%，环比 2021 年 5 月份略有改善

（国内客运量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 23.7%）。主要国内市场表现喜忧参半，俄罗斯客运量强劲

增长，而中国则再度下降。 

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先生（Willie Walsh）表示：“在一些关键的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了复苏。但国

际旅行的复苏离我们还很遥远。6 月份应该是旺季的开始，但航空公司的载客量仅为 2019 年水平的 20%。

这不是复苏，而是政府不作为导致的持续危机。” 

 

全球航空客运市场——2021 年 6 月份 

 
全球市场 

份额占比 

（2020 年 RPKs数据） 

2021 年 6 月份（对比 2019 年 6 月份的变化率） 

收入客公里 可用座公里 载客率变化率 载客率 

整体市场 100.0% -60.1% -51.6% -14.8% 69.6% 

非洲 1.9% -66.6% -59.5% -12.4% 58.7% 

亚太 38.6% -65.6% -56.9% -16.6% 65.7% 

欧洲 23.7% -69.2% -59.1% -21.6% 65.8% 

拉美 5.7% -50.2% -47.1% -4.8% 78.4% 

中东 7.4% -77.7% -62.9% -30.5% 45.9% 

北美 22.7% -36.2% -29.6% -8.3% 80.6% 

 

国际客运市场 



亚太航空公司与 2019 年 6 月份相比， 今年 6 月份国际客运量跌幅高达 94.6%，与 2021 年 5 月份

跌幅持平（94.5%，对比 2019 年 5 月份）。亚太地区客运量已连续十一个月位居降幅榜榜首。运

力下降 86.7%，载客率下降 48.3 个百分点至 33.1%，各地区中排名最低。 

欧洲航空公司与 2019 年6月份相比，今年 6月份国际客运量下降77.4%，与5月份降幅（85.5%，

对比 2019 年 5 月份）相比有所改善。运力下降 67.3%，载客率下降 27.1 个百分点，降至 60.7%。 

中东航空公司与 2019 年 6 月份相比， 今年 6 月份需求下降 79.4%，比 5 月份降幅（81.3%，对比

2019 年同期）有所改善。运力下降 65.3%，载客率下降 31.1 个百分点至 45.3%。 

北美航空公司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今年 6 月份需求下降 69.6%，比 5 月份降幅（74.2%，对比

2019 年同期）有所改善。运力下降 57.3%，载客率下降 25.3 个百分点至 62.6%。 

拉美航空公司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今年 6月份客运量下降 69.4%，比 5 月份降幅（75.3%，对比

2019 年 5 月份）有所改善。6 月份运力下降 64.6%，载客率下降 11.3 个百分点至 72.7%，连续九

个月位列各地区榜首。 

非洲航空公司与 2019 年 6 月份相比，今年 6 月份客运量下降 68.2%，比 5 月份降幅（71.5%，对

比 2019 年 4 月份）有所改善。6 月份运力比 2019 年 6 月份下降 60.0%，载客率下降 14.5 个百分

点至 56.5%。 

国内客运市场 

国内客运市场——2021年6月份 

 

全球市场 

份额占比 
（2020 年 RPKs数据） 

2021 年 6 月份（对比 2019 年 6 月份的变化率） 

收入客公里 可用座公里 载客率变化率 载客率 

国内市场  54.3% -22.4% -15.5% -6.9% 78.8% 

澳大利亚 0.7% -40.7% -28.5% -13.3% 65.0% 

巴西 1.6% -31.1% -30.4% -0.9% 80.9% 

中国 19.9%   -10.8% -0.8% -8.6% 76.2% 

印度 2.1% -70.8% -59.1% -25.8% 63.8% 

日本 1.5% -67.6% -45.1% -29.2% 42.0% 

俄联邦 3.4% 33.0% 39.4% -4.0% 81.3% 

美国 16.6% -14.9% -11.2% -3.8% 85.9% 

 

中国国内客运量在 6月份止升回跌，与 2019 年 6月份相比下降 10.8%，但 5月份客运量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 6.3%。中国多个城市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当地政府迅即采取了旅行限制措施。 

美国国内客运量 6 月份下降 14.9%，好于 5 月份降幅（25.4%，对比 2019 年同期）。随着限制措

施松动以及新冠疫苗接种率快速攀升，美国开始恢复常态。 



总结 

“期待北半球夏季国际客运显著复苏的希望日渐渺茫。许多政府没有遵循数据或科学来恢复基本的出行自由。

尽管接种疫苗的人数不断增加，病毒检测能力不断提高，但在重要的跨大西洋市场，夏季旺季即将结束。

而英国对从法国入境的接种疫苗旅客恢复隔离措施，在最需要政策支持的时候破坏了消费者信心。”沃尔什

先生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基于风险进行管理且互连互通的世界。接种疫苗的旅客应能自由行动。有效的病毒检测

方案可以充分管理那些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的风险。这是世卫组织最新旅行指南的基本信息。一些政府正朝

着这个方向努力。英国、新加坡和加拿大已经公布对接种疫苗的入境旅客开放边境且无需隔离的时间表。

欧盟委员会建议其成员国采用与世卫组织（WHO）建议一致的旅行要求，包括对未接种疫苗的旅客进行病

毒检测。美国也将根据世卫组织（WHO）的指南，通过为本国民众接种疫苗等类似措施重开边境。此举将

证明我们能够在应对新冠疫情风险的同时，如常地生活和旅行。”沃尔什先生强调。 

 

查看疫情危机下“一个海洋，两个海岸：重新连接的时间”演示稿（pdf） 

查看6月份全球航空客运定期报告（包括2021年与2020年的同比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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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room/pr/2021-07-14-02/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time-to-reconnect-north-america-and-europe/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time-to-reconnect-north-america-and-europe/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air-passenger-monthly-analysis---june-2021/
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air-passenger-monthly-analysis---june-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