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更是充满希望的
季节。

在速度经济时代，航空货运日益成为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航空货运将扮演怎
样的角色？

如何对航空货运物流链进行完善，以促进
全球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

当前，国际航空货运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航空货运应从哪些方面着手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
9 月 3 日，来自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机场协

会、世界海关组织、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等民航界的重量级人物，以及来自
UPS、联邦快递、顺丰速运、马士基集团、东航、
国泰航空、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空客货机等
航运、快递、物流等方面的大型企业相关负责
人等 300 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这些共同关
注的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国际航空货运面临困局
“当前，全球航空货运正在经历一个‘阵痛

期’。”论坛上，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王志清对
国际航空货运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说，
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
头，国际油价不断上升等因素影响，当前国际航
空货运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

国际机场协会总干事安吉拉·吉廷斯（An-
gela Gittens）提供的一组数据证实，自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航空货运连续 5 年
负增长，直到 2013年才开始复苏。

“去年全球航空货运产值同比只增长了
1.4%，表现可谓平平。”安吉拉·吉廷斯（Angela
Gittens）说。

虽然总体平平，但航空货运发展中的亮点
仍然突出。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副主席 Enno
Osinga表示，目前，亚太地区航空货运产值已占
到全球总量的 39%，成为世界货运量的最大份
额地区，为航空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航空货运走出困境
世界航空货运面临困局，中国情况也不例

外。
与会专家透露，2002 年至 2010 年，我国民

航货运年均增长率为 9.7%，一直处于快速增长
阶段，但 2011 年和 2012 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
长。

面对困局，中国民航局对航空货运采取
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上半年，航空货运业
务终于走出多年低迷困境，国内和国际航空
货运恢复稳定增长态势，增速分别为 5.7%和
6.6%。

中国民航大学校长、中国航空运输协会
副理事长吴桐水就我国航空物流业的发展现
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说：“我国航空物流企
业目前规模较小，基础设施也相对零散落后，目
前还难以形成完整的‘物流’。同时，信息化建
设迟缓、信息技术缺乏、航空物流信息不畅等因
素也在制约着行业的快速发展。”

航空货运发展路在何方
面对航空货运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应

当如何应对？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成为与会嘉
宾的一致共识。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副主席赵沪湘
说，国际组织需要各国政府的支持，通过合作和
协商，以及扩大开放，进一步提升航空物流产业
链的快捷性，“我认为各国政府应当以适当的政
策促进全球范围内航空物流协议的形成”。

而 Enno Osinga则认为：“航空货运产业事
实上涉及的是整个物流链条，我们需要在全球
范围内建立一种机制和机构以更好地推动整个
行业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国际民航组织应发
挥更多作用。”

阿提哈德航空国际和公共事务副总裁维贾
伊（Vijay）表示，新生力量对于航空货运产业的
发展十分重要，他说：“我们需要年轻人给行业
带来新鲜血液，促进航空物流业的加快转型和
发展。”③12

“物流将成为中国产业整合的切入点，发展
物流产业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撑条件。”9
月 3日，2014年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展论坛
小组讨论环节上，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九鹏率先发声，赢得全场航空货运大佬的一致
认同。

李九鹏说，航空货运是个“十年九荒”的行
业，货机和客机的区别在于，货机是晚上零点至
凌晨六点飞，客机是 24小时全天候飞行。时间受
限造成了中国航空货运 50%的货物在客机腹仓，
50%的货物在全货机上。

“东方航空通过商业模式转型，由产品导向
转向专项需求导向，以不断挖掘中国消费者的海
外代购市场为目标，‘东航——产地直达’项目年
利润达到 2亿元。”李九鹏说，航空公司不再只是
卖机票和座位。

航空公司正通过物流整合全产业链，顺丰速
运（集团）副总裁、顺丰航空公司总裁李胜持有相
同观点：“中国快递行业高度发展，已接近美国，
位列世界第 2位。预计 2025年，中国快递包裹量
将达到 1 万亿，是目前的 10 倍，传统商业已经向
电子商业发生变革，京东商城就拥有自有物流体
系，顺丰物流也拥有网络商城，产业与物流正呈
现出叠合发展的态势。”

上海正在中国产业整合中不断完善物流模
式。“适应电子商务、药物冷链的物流设施正在筹
备中，第四、第五跑道正在建设当中，不断巩固全
球货运枢纽的核心地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
运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浩说。

德国中部机场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库珀
十分看好中国物流的发展：“中国的民航、高铁、
航运、公路网络都非常发达，多种交通运输的联
合发展，也势必将带来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
的产业整合，各种运输方式都会在其中分享到红
利。”③10

“每次来中国都会感到日新月异的变
化，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次也不例外。”
9月 3日，2014年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
展论坛上，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贝纳
德·阿留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他从机场去
酒店的路上，看到了壮观的郑州机场二期工
程，感受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
展势头，“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

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和贸易体系的形成，
与高效率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分不开的。贝
纳德·阿留说，流动领域效率的高度，对生产
领域和消费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亚太
地区已经占了全球空中货运的 40%和全球
旅客运输的 26%，未来这一比例还会不断增
加。

“中国无疑是拉动亚太地区航空货量持
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贝纳德·阿留说，全球货
运机场排名中，香港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一
直稳居前三名，顺畅高效的协调机制和细致

周到的服务机制赢得全球客户一致赞誉，代
表了亚太地区在民航业发展方面所获得的
巨大成功。

2013 年 ，郑 州 机 场 以 其 货 邮 吞 吐 量
69.1%的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富士康是苹果
手机的代加工企业，有大量的订单需要出口
全球各地，可以很好地带动机场货邮吞吐量
的增长。”贝纳德·阿留说，只有机场与产业之
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带动整个区域的快速发
展。这一点，河南看得很准，有战略眼光。

论坛开幕前夕，贝纳德·阿留被授予“郑
州市荣誉市民”称号。“郑州如此重视民航事
业，又有全国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一定会发展得更加迅速。”贝纳德·阿留表示，
身为郑州市的荣誉市民，他会更加不遗余力
地推介郑州航空港。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创始人爱德华·沃纳
博士曾说过，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实现梦想。
贝纳德·阿留借此寄语郑州航空港，以此次
论坛为契机，与国内、国际机场展开广泛合
作，早日建成中国航空运输的中转站。③10

“航空货运的商机到底在哪里？”9 月 3
日，2014年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展论坛
上，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王志清开篇点题，
回顾了 2008年至 2014年全球航空货运经历
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到发展提速的“换挡
期”的全过程，直言中国航空货运正处于一个
关键节点上。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王
志清说，我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的各项措施效果明显，国内经济呈现出中
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也给航空货运带来无限
生机。

王志清分析说，商机孕育在产业结构调
整之中。大量制造企业由东南沿海地区转移
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富士康落户河南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河南抓住了这一商机。商机
孕育在商业模式转型之中。电子商务的崛
起，也为面向民生的快递服务提供了新的增
长极，快递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价值高的特

点，将为航空货运注入新的活力。商机孕育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之中。根据国家新型城
镇化战略，到 2020年我国将有 1亿左右农业
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由此
可拉动现代服务业带来航空货运再次飞跃。

面对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局将采取哪些
措施来推动航空货运发展？王志清透露说，
航空货运企业将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
组合使用航权，开通国内至国际市场的环球
航线；创新航空货运企业发展模式，将航空
运输业务延伸到产业链的上下游，由单一运
输服务转型为全价值链服务。“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成长和发展为全国民航
事业发展树立了典范，也很好地诠释了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若干意见的战略意
图。”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王志清
说，航空货运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正是“任
重道远”。希望在这次论坛之后，国内机场集
团与国际机场集团之间把握商机、精诚合作，
共创航空货运发展新未来。③12

□本报记者 杨 凌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展论坛

“签署‘开放天空’条约，意味着两国航空公
司的跨境航线将不再受航班、线路、运力和定价
等限制。”9 月 3 日，2014 年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
运发展论坛小组讨论环节上，国际航空货运协会
（TIACA）董事、俄罗斯伏尔加—第聂伯集团副总
裁弗拉迪米尔·祖布科夫首先抛出话题，“开放天
空”条约，为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建立一套新的规
则体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目前，中国的国际贸易主要依靠航空货
运。”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司司长韩钧谈起了中
国与美国签署的“开放天空”条约，“在全球贸易
一体化的背景下，中美之间已开放第三、四、五航
权，个别地区还双边开放了第七航权，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航班可以在境外接载乘客和
货物，而不用返回本国。”

在燃油成本高企和相对缓慢的全球经济增
长背景下，2013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增长 5.2%，依
然保持了前 30年的平均增长率。“‘开放天空’条
约功不可没，各国之间的贸易供应链高度协调，
发达国家减少贸易成本将近 50%，发展中国家降
低贸易成本近 20%。”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全球货运负责人格林·休斯说。

亚太航空协会（AAPA）总干事安德鲁·赫德
曼说，亚太地区每天有 900万旅客起降在世界各
大机场，客运的繁荣带来了货物的集聚，这迫切
需要协调全球一体化的问题，在“开放天空”条约
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更强大的一体化货运标准。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王丰说，中国
“开放天空”条约中受益最大的是国际快递，德国
的手表、巴黎的服装、荷兰的鲜花在“开放天空”
自由穿梭，创造了 2014 年上半年全国 69 万亿元
的快递发生额。③11

共商云端上的货运商机

“开放天空”
让国际货运更自由

论坛观点

航空公司
借物流延链补链

航空货运发展
商机无限

—— 访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副局长王志清

“这是一片充满
希望的沃土”

——访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
主席贝纳德·阿留

□本报记者 栾 姗 □本报记者 栾 姗

□本报记者 栾 姗

□本报记者 栾 姗

9月 3日，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展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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