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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川普与北韩独裁者金正恩之间的骂战对各航空公司、乘客及
机组人员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北韩火箭曾经在高空越过日本北海
道，最后坠入日本海。
针对这些飞弹发射，欧洲航空公司如汉莎、瑞士航空及北欧航空已经改变
航道，从欧洲往东京的航班不再飞越日本海。在北韩7月进行第二个长程飞弹
测试后，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火箭发射前10分钟，由东京前往巴黎的法航
293班机飞越了火箭的飞行路线。
大韩航空及韩亚航空至今仍未调整飞行航线，因为它们的班机不飞经日本
北部。全日空及日航亦没有相应行动。这两家日本航空公司说，他们没有飞弹
发射的时间及弹道轨道，因此，他们没有理由相信哪一条飞行路线会比另一条
更安全。
北美洲每天有逾12个班次由北面飞向日本。统计上来说，
飞弹击中其中一
班机的机会可能很低，但这个风险实在有点儿太过。因此，有关方必须作出努
力，说服北韩向民航公司提供测试时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与这个流
氓国家的航空部门有某些联系方式。希望有关方已经进行接触，虽然考虑到目
前的政治气候，他们能达成有意义的成果的机会似乎不大。
这件事突显了以下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说服各个政府，无论它们抱有什么
看法，它们必须意识到，航空自由及航线安全对航空公司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有需要加强对话，允许航空公司及时获悉对世界各地空中航线的潜在
威胁的准确信息，好让航空公司转换航道避离危险。2014年7月马航MH17在
乌克兰上空被地对空飞弹击落一事，人们仍然犹有余悸，绝不能允许此类惨剧
重演。■

首席记者包乐天 (Tom Ballant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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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專訪

适当地点
适当时机
亚洲航空庆祝在澳门运营13周年，
委任刘小媛(Celia Lao)为亚航香港及澳门区行政总裁。
记者多明尼 (Dominic Lalk) 报导

故

事需得由2002年说起。在这之前，费尔德南
斯以一令吉 (0.23美元) 购入亏损中的亚航，
目标是在2001年把廉航带到亚太区。当时澳
门国际机场成立仅6年，仍处于奋斗阶段，刘
是机场的一名年轻市场经理。她遇上了这位马

来西亚企业家。
刘当时在推广澳门，费尔德南斯问她能不能为亚航提供一
个好的参与方式，好让亚航开始飞往这个东方拉斯维加斯。刘
说：
“当时我出席了很多国际航线会议。没什么人知道澳门在哪
儿，我得先把澳门介绍给人家，才能销售澳门机场。”
澳门国际机场在1996年开始运营，当时澳门仍然是葡属殖
民地，新机场项目很大程度是个形象工程，对珠三角地区来说
几乎是个大白象。机场开业头3年，澳门还没回归中国前，葡萄
牙航空每周有两个航班，从澳门到里斯本，中途停曼谷，
飞的是
A340客机。
葡萄牙航空在澳门1999年回归中国前把航线中止了。刘
说：
“到了2002年澳门机场还是个大白象。”“当时，因为台湾
的航空公司不能直接飞去中国，他们会在澳门作一个技术性停
留，然后再飞去中国，”她说。
逐渐地，到了2004年，随着大陆与台湾两岸互航，局面打
开了，澳门机场因为台湾航机不再作技术停站而出现的收入空
白，给涌进来的廉航班机填补了。
刘说：
“澳门机场在适当时
候作出适当的决策，否则，
它可能仍然是个白象机场。我
们 (亚航) 的廉航流量在适当
时候填补了失去的台湾流量。
亚航把澳门带上了世界版图。
一旦亚航飞来澳门，世界各地尤
其亚太区的人们开始知道澳门在
哪儿了。”
在那个时候，就是2004年，
刘转到亚航工作。她是亚航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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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澳门第1个招聘的雇员。从那个时候开始，她逐渐晋升，
直到今天成为亚航集团香港及澳门地区的总裁。她的职责包括
业务发展、航线规划和政府关系。
托尼[费尔南德斯]常说，我是跟亚航一起成长起来的。我
加入这家航空公司的时候单身，现在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
刘在澳门向东方航讯说。
“我负责中国方面的扩展。2004年我成立了澳门的业
务；2005年，厦门。当时中国完全没有廉航这回事。春秋 [航空]
还没有出现，廉航公司订位和其他一切都在线上进行。2005年
没人有智能手机或信用卡。老实说，初创那段日子，真是很艰难
的，”她说。
“但幸运的是我们比较早进入了中国。我们现在的大陆网
络很庞大了，你能看到，我们在很多重要城
市如广州和深圳都能拿到很好的升降
时段，”她说。不过她补充说，不幸
运的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刘说，亚航在香港的增长受
到香港国际机场 (HKIA) 升
降时段严重短缺的限制，在第
3跑道在2023年启用前，这情
况将一直持续。

10 th

“在香港，我们无法开启任何航线。香港很拥堵，第3跑道需要
一段长时间才竣工。香港民航处 (HKCAD) 鼓励我们在吉隆坡和曼
谷的航线上由A320转用A330客机，把我们升降时段的价值优化，”
她说。
“我们申请飞往雅加达，但拿不到升降时段。我们尝试了很多
次，但雅加达仍然与我们没缘分，因为香港民航处优先考虑新目的
地，”她说。目前亚航不打算在香港成立联营公司。
“还记得香港捷
星航空的情况吗？我们已经和中国、越南及柬埔寨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MoU)，”她说。
“中国这方面的空间也很有限，即使二三线城市也没有升降时
段了。这是我们更加专注澳门的原因，我们把澳门视为区内航班的
基地。”
“从澳门出发的长程机要在往后的阶段才有。现在我们必须先
开办更多区内航线，这可能性是肯定的。澳门有很多开放天空和第5
航权。马来西亚和澳门、泰国和澳门之间是全开放。举例，我们轻易
可以办一条吉隆坡-澳门-温哥华的航线，用A330客机。这是未来的一
个发展。”亚航现时每天有2个航班从澳门飞往吉隆坡及曼谷廊曼机
场，后两者都是亚航的基地。它亦飞往清迈及乌达抛。最近，亚航启
办了每周3班澳门到雅加达的航线，后者是亚航的第3个枢纽。
这家航空集团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廉价、网络性的航空公司，能
将流量从它的各个枢纽分流到它遍布东南亚的支线航班及往欧洲、
夏威夷及澳洲的长程航班。在澳门及香港，刘把重心放在跨境大陆
流量，以它作为未来的增长点。8月尾，亚航与Express Link公司合
作，后者为来自大陆边境的乘客提供穿梭巴士服务前往澳门机场，
与现时来往几个珠三角港口与香港国际机场的渡轮服务相似。服务
启用后，刘希望乘客流量增加20%到50%。她说：
“我们超过80%顾
客是个人游，所以，穿梭服务登场将为我们个人游的乘客带来很大
的[价值提供]。”往香港及澳门的亚航顾客中，大约30%来自大陆，
刘说。
“不同航线有不同情况。举例，50%的中国游客坐飞机去曼
谷，但去吉隆坡的就少一点，因为有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去澳门玩，”
她说。
从澳门出发飞往东南亚岛屿度假地点的航班也在亚航考虑之
列，未来公告的航线最大可能是澳门到布吉。
澳门与大陆24小时过关设施，和香港-珠海-澳门大桥竣工，这两
者都会增强澳门机场的市场吸引力，刘说。
“大陆游客可从澳门离境，从香港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可以把两
个特别行政区 (SAR) 都玩了。”
亚航集团最大的商机仍将在中国大陆。5月，集团与两家大陆伙
伴签定谅解备忘录，成立亚航中国，后者是以河南省会郑州为基地的
一家廉航公司。
中国的伙伴是中国光大集团，是一家多元综合企业，是以香港为
总部的中国飞机租赁集团 (CALC) 的主要控股人。另一位投资方是
河南政府工作小组，是一个国有智库机构。
到截稿时间为止，再有2位日本投资人加入。各方协议，除了成立
廉航公司以外，亦将在郑州投资兴建一座专用目的、低成本的客运大
楼、一个保养、维修及大修 (MRO) 设施，及一家飞行学院以栽培机
师、工程师及客舱人员。
亚航中国的投资人相信，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落实，郑州将
变得更为重要。郑州是中国其中一个后勤枢纽，世界很多最大的货运
航空公司都有定期航班飞往郑州。目前，卢森堡货运航空正筹划在郑
州成立中国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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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尔
2017年11月1日、2日、3日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Including
 展览
 国际碳节

 创新奖
 汽车复合材料展区

(International Carbon
Festival）
 B2B会议
 创新角

支持单位:

 技术海报展
 就业中心
 复合材料企业参观

官方赞助单位:

赞助单位:

合作单位:

马上获取胸牌: www.jecasia-badges.com

www.jec-asia.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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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景

空客A330天津中心
增强与中国关系
上月，价值2亿美元的A330完成及交付中心在中国天津
正式启运，为空客与中国一航(AVIC)的合作关系注入更大
实业动力。

到现在还没出现，”陈菊明说。
“但我的预期是，他们 [各中
国航空公司] 会需要60到100架
A380。当我看到市场流量、乘客流
量和每条航线的经济数据，我完
全有信心，在未来5到7年，中国的
航空公司需要至少60架A380。”
布利叶说，为A380客机盖一
座完成交付中心在性质上是另外
一个问题。
“当它的市场很大的时
候，我们投资盖这样的一个设施。
因此，我们要确定，有一个成熟的
市场在那儿。如果有，我们随时

首席记者包乐天 (Tom Ballantye) 在天津的报导

候命。我们懂得怎样配合，这情况
很可能也会发生在A380身上，”
他说。

和中国合作一
事上，空客首
席运营官布
利叶 (Fabrice
Brégier) 的内心
绝对清晰，他清楚知道空客的战略
目标在哪儿。他在上月天津联营项
目A330完成交付中心 (完装中心)
的启运仪式上致辞时说：
“这个中
心以最佳的方式，体现了我们为求
中国伙伴参与的策略，其中，我们
得到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取得] 一
个好的产品。对的，我们还得到助
力增强我们的市场渗透度。”
布利叶说，12年前他们在天
津启动联营项目A320最终组装
线，当时这是个创举，集团这次在
天津继续投资，对它要主导中国
航机销售市场的长期目标来说，
是关键性的举措。
布利叶亦证实，空客正考虑提
高A320机的产能。为最新的A350
广体机建一个完工及交付中心也
是个可能性，考虑到来自中国航空
公司的足够的订单。
布利叶形容中国为一个“营商
方便的国家。”他说：
“你的投资直
接反映出你对中国产业的关心程
度，前者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你的市
场进入。”
自从空客在天津的A320最
终组装线启运以来，这家以图卢
兹为总部的飞机制造商提升了它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20%到接
近50%。在A330完装中心启幕礼

在

上，布利叶将首架在天津完成的
A330机移交天津航空。A320机在
天津进行组装，零部件由欧洲供
应。由A330完装中心处理的A330
机先在欧洲组建，以无机舱及无上
漆的空机形式飞抵大陆。
飞机飞抵天津后，完工过程
将包括机舱装设、机身涂漆、出
厂试飞、载客认可及飞机交付。
逾150名完装中心雇员已在图卢
兹受训完毕，将在中心出任各个工
作岗位。
是否兴建其他飞机类型的完
装中心，仍有待观察。布利叶在天
津时说，中国的航空公司已订购了
约50架A350。
“我们目前假定年
底前交付第1架A350给我们的中

8 / 東方航訊 / 2017年10月至12月

国客户。A350的航距和座位数字
对跨太平洋网络最好不过了。这之
后，完装中心将加入A330neo及
A350机。这已经在计划里了。我
们另外还有大额的投资，”他说。
比较成问题的是A380，这几年的
订单都短缺。在天津启幕礼上，空
客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陈菊明
(Eric Chen) 对A380的前景作出
略微大胆的预测。他说，中国航空
公司已经蓄势待发，即将大量订购
A380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5架
A380客机，都由南方航空经营)。
“我可以说的是，一旦一家航
空公司带头下订单，其他就会跟着
来。我预期会有个多米诺效应，我
现在努力的是触发那个效应，后者

与此同时，空客正研究提高
A320的生产量。布利叶说：
“我
们计划把产量提高到一个月60架
── 全世界的产量。我们有这个额
外的潜能。我们已经在汉堡市投资
了第4个组装线。中国是我们最大
的市场，顺理成章，我们在中国的
产量应该增加。如果我们找到一个
具竞争力的方法去做，那我们会提
高产能。我们想做到的，是不用大
量的额外投资而达到目的。”新的
完装中心有一个油漆部、一个称重
飞机库、一个主机库，可供3架飞机
在1.68万平米上摆放。中心雇佣员
工250名，到2019年初可每月出厂
2架飞机。
“天津A330完装中心的启动

和一系列交付流程中的首架交付，
为空客的国际业务版图和它与中国
伙伴合作的强大意愿划下了里程
碑，”布利亚说。
“在中国完成的广
体机是空客 ── 也是业界 ── 的
创举，这体现了我们对强劲及增长
中的中国民航市场的共同、坚定不
移的信念。”
“我们对天津的伙伴关系非
常满意。我们不打算为A320机复
制这样的一个组装线。我们已经把
这个 [与AVIC] 的伙伴关系延期至
2026年。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之后
仍会延续下去，因为A320将一直
成功，至少到2030年，那是我可以
肯定的。”

“问题是空客新一代飞机面世
时我们该怎么办？不过我们还有几
年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单通道客机在空客订单簿上占
了很大的部分，与此同时，布利叶

预见中国广体机机队会有更大的
增长。
“有两个原因能说明广体机
会有增长。首先，我肯定部分国内
市场会转移到广体机，”他说。
“中国客户每天用330客机飞

大概60个国内班次。这已经很可观
的了。而由于升降时段的短缺，这
个数字仍会持续。第2个理由是出
入中国的流量有一个大的提升。”
“增长量应该是每年大约
20%到30%，广体机的需求会提
高的，这也是我们投资在中国建设
机舱完工中心的原因。这项目首先
得力于第1批 [来自中国] 的全球订
单，75架A330ceo。我们预期很快
会有更多的订单。”
世界头5名使用A330客机的
其中3家都是中国航空公司：国
航、东航及南航。在A330机系列
中，有202架是在大陆航空公司的
名下。■

亚太区空运业终于摆脱干旱期
空运业正从历时7年长痛苦的低迷中复苏，业界领袖信心满满，认为这次货运量的
复苏不会重演2010年那样的假曙光。
包乐天 (Tom Ballantye) 的报道
去年开始已有迹
象显示空运量正
在缓慢稳步地复
苏，如今统计数
字出笼，证明这
个业界流传的消息确实如此。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上
月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与2016年
同期相比，按货运吨公里 (FTK)
单位计算的需求在2017年上半年
增长10.4%。
业界交出的业绩比起过去5年
平均3.9%的增长率高出近3倍，是
空运界于2010年短暂的荣景后最
强的表现。
与2016年同期相比，单单在6
月，亚太区空运量增长10.1%，在
这段期间，运能增长7.8%；经季
度调整后的国际空运量比2010年
增4%，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GFC) 后2年的事。
亚洲区内及欧亚间的国际航
线空运最畅旺，增长在13%和15%
之间；但所有地区的空运在截至6

從

月30日为止的6个月期间都录得正
增长，亚太及欧洲空运公司占去总
需求的3分2。
亚太航空公司协会 (AAPA)
最新统计数字也证实了IATA的数
字，前者显示新出口订单有广泛的
增长。AAPA总干事安德鲁·赫德
曼 (Andrew Herdman) 说：
“全
球贸易活动在上年中开始大幅提
升，空运量以明快的速度增长。”
“整体而言，亚洲各航空公
司2017上半年的国际空运航线流
量受惠于主要新兴市场及成熟经

济出口订单上扬，录得10.4%的
增长。”
“扩展航空公司网络及拉阔
竞争性票价的供应范围也将驱动
旅游需求增长。”
IATA总干事及首席执行官阿
历山大·德·朱尼亚克 (Alexandre
de Juniac) 说：
“业界正争取利用
这个势头提升现代化，为顾客提
供更大价值。”
“不过，有迹象显示这个增长
周期可能已见顶。全球存货-销售
比例已经停止下跌，公司急需补充

库存因而刺激空运量需求的这个
时段已近尾声。”
“尽管如此，空运业仍有乐观
的前景，今年第3季需求预期将以
强劲的8%率保持增长。”
环球各地的航空公司每年运
送价值6兆亿元的货物，为航空公
司带来500亿元收入。亚太区航空
公司占全球总空运流量的40%。
土耳其往中东及南亚市场
(+54%)、比利时至亚太区 (+50%)
及比利时王北美 (+46%) 录得最
高货量增幅。
亚洲与北美间的收益及载能
有轻微增加，但有迹象显示空运
商正准备扩充机队。上月，香港
航空子公司香港货运航空与Atlas
Air Worldwide达成飞机-机组人
员-保养-保险协议，通过这些以接
收多3架B747-400货运机。
香港货运航空主席及首席执
行官钟国颂 (Guo Song Zhong)
说：
“在近年增强了我们的地区网
络后，现在是时候扩展我们的跨
太平洋网络，把目光朝向欧洲、澳
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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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各航空
公司中最
精明的一家
泰国亚洲航空 (Thai AirAsia) 是今年唯一
盈利的泰国航空公司。为保持连胜优势，
公司在曼谷以南兴建一个枢纽
以确保其扩展顺利。
记者多明尼 (Dominic Lalk) 于曼谷报导
国亚洲航空塔萨蓬·拜勒维尔 (Tassapon
Biljeveld) 是位具有使命感的人。这位年届
50的公司创办人及其行政总裁向东方航讯
透露，他将稳守阵中，直至他“把某些竞争
对手打垮为止。”泰国亚航是今年唯一盈利
的泰国航空公司。
他有他的锁定目标。
“目前，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供应远多
于需求，东盟的天空上有太多航空公司在飞，泰国的领空尤其
如此，”他说。
“在规管财务表现不强的航空公司方面，有关当局必须
更为进取。如果这些航空公司任何时候破产了，这将影响到
经济及乘客。我们在规管上有相关的规则和规定，但目前没
有一条规则规定获积极执行。”
“事实上我们和CAAT (泰国民航局) 有点问题。它必
须要更进取一点。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资产负债表是负结
余的，而且数字还挺大，但你还想带更多飞机进来，我觉
得，泰国民航局必须提出问题。它的人员应该要问这些
航空公司，如果他们的负债表那么弱，他们到底怎样销
售这些舱座和新目的地。”
不过，塔萨蓬承认，在如何达致改变这点上他能做
的事不多。
“我能做的是向当局提出我的关注，这我做
了。你必须正视你的成本，确保你的成本低，资产负债
表有力，以这样的方式令自己强大。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继续表现强劲，我们的成本是全国最低的，这令我们
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他说。
泰国航空业在2016经历了动荡的一年，今年仍受
到挑战考验。这个国家的各航空公司眼看它们的盈利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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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收益继续收缩，被迫减慢扩展步伐。但是，塔萨蓬却长袖善
舞，在市场大势下逆流而上，令泰国亚洲航空 (泰国亚航) 傲
视同群。
“人生不断往前。我们每年增加4到5架飞机，开启新目的
地，聘用更多员工，”他在曼谷向东方航讯说。
“每年的增长温
和，但这仍然是增长。”
2017年上半年，泰国亚航收入达174.86亿泰铢 (5.29亿美
元)，与2016年同期相比升5%，但纯利下降48%至7.41亿泰铢
(2.24千万美元)。塔萨蓬说，较低的盈利反映了油价上升，及泰
国民航局1月对国内航班开征的喷气机燃油特许权税。
今年截至3月30日的第1季，泰国亚航平均票价升年比11%。
虽然有年初的增长，公司第2季的收益下跌5%，因为更多航空
公司重启多航班的做法，及开办与泰国亚航相同的航线与后者
竞争。
泰国亚航的枢纽基地是曼谷历史悠久的廊曼机场，亚洲最
旧的机场，在素万那普机场2006年启运前是泰国往世界各地
的门户。
廊曼机场很拥堵，它的设施需要一次大翻新。2015年，廊曼
成为世界最大的低成本机场，年乘客处理量3.03千万名，超出
了它设计上只处理3千万乘客的流量。
廊曼是泰国繁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旗舰象征。没
有其他一家机场能像廊曼那样，有那么多的竞争。
廊曼也是皇雀航空、酷鸟航空、泰国狮子航空及
泰国新时代航空的枢纽点。
因此，泰国亚航不断受到压力，必须扩展、
从对手中区别自己，及削价竞争。但廊曼先天性
的局限无法克服，哪怕对最老练的销售和市场
推广人员来说 ：它的停机位及升降时段不足。
“我们专注在芭提雅的乌塔堡机场，把它
发展成我们第2个枢纽。廊曼已经全满了，我
们必须探寻新的机会。我们正与政府密切合
作发展乌塔堡机场，”他说。
“乌塔堡会和廊曼一样。流量来自东盟
国家、亚洲、中国和印度的乘客。我们的长
程业务部门亚航X也会用乌塔堡机场。”
“在廊曼，我们只能多放几架飞机
进运营里去。要有发展，比如说新客运大
楼和其他基础设施，那会很艰难，需时
很久。”
“计划去了一个，来了一个，但就我
所知，他们 [泰国机场公司] 目前不计
划盖任何客运大楼。即使他们今天就
开始兴建一个大楼，建一个大楼或扩
建现有大楼的时间长度将至少5年。我
宁愿把我的鸡蛋放在乌塔堡上。”
泰国亚航并不是乌塔堡唯一的航
空公司。它积极活跃的对手如泰国狮
航及泰国新时代已在乌塔堡机场成立
基地，他们大部分的目标乘客群是大
陆游客。新时代航空因曼谷其他两个
机场升降时段的限制，计划以乌塔堡为
其新基地。该公司的业务专注泰国与中国

国际民航组织降级对泰国亚
航未有影响
泰国亚航行政总裁塔萨蓬向东方航讯说，国际民航组织
(ICAO) 2015年把泰国航空安全级别降至第2级的动作并无
影响公司的增长。
“对泰国亚航的A320机队来说，ICAO的降级对我们完
全不构成问题，因为中国不承认ICAO的裁决。在过去2年，我
们增加了很多往中国的目的地及航次，”他说。
“今年，我们在印度开启了3个城市，后者对ICAO的裁决
不放在心里。所有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都不放在心里。”
但对泰国亚航的兄弟公司泰国亚航X (TAAX)来说，情
况 有所不同。
“我们的扩展与I C AO 降 级 没有关系，但
是，TAAX不同，在过去3年它一直未能发展。”
“我们只能在原有目的地上增加航次。今年，仁川航线
上增多一个班次，成田也多增一个，但我们没有新目的地。一
旦禁令取消了，TAAX会在中国及日本增加目的地。”
普遍的共识是，泰国民航局及泰国航空公司作出重大
改变及改良后，ICAO将很快把泰国回复到第1级类别。
作为改良过程的一部分，泰国民航局在9月初吊销了13
架泰国注册成立的航空公司的航空经营许可证 (AOC)，其中
有泰国越捷航空及泰国东方航空，它们自此只能运营国内航
班服务。
塔萨蓬说，这对泰国亚航没造成冲击。
“没有冲击，完全
没有，完全没有。那13家公司中一半早已经不运营了。他们持
有航空经营许可证，但他们没有使用它。其余一半大部分是
包机公司。降级对我们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来自他
们的转机乘客，”他说。
的包机服务，每周平均有30个航班飞往25个大陆城市，用的是
B737机队。
香港航空及廉航香港快运航空正考虑香港到乌塔堡的航
班。海南航空现时每周有3班乌塔堡到三亚的航班。
自2015年亚航班机从乌塔堡机场起飞后，亚航一直快速发
展它以乌塔堡为基地的网络。亚航有飞往吉隆坡的航班，而塔
萨蓬的泰国亚航航班从乌塔堡出发来往清迈、合艾、澳门、南
昌、南宁、布吉、乌隆府及乌汶府。
扩建中的乌塔堡机场在芭提雅以南，30分钟路程，是一个
大陆游客钟情的海岸度假点。机场年底前启用一个客运大楼，
并定下目标把年抵达乘客量从80万提高到2020年的3百万名。
在第2个发展阶段，这座由泰海军运营的机场将在2022年前把
流量处理力提高到每年1.5千万名乘客
“政府正下很大的气力去推动，提供非常好的刺激诱因去
发展乌塔堡。将会有一条高速火车前往机场，很多基础设施也
正在兴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乌塔堡，以它为我们未来的
枢纽，”塔萨蓬说。
被问到政府是不是给飞往乌塔堡的班机补贴，塔沙堡说，
他不会这样去形容它。
“而是，因为发展牵涉到整块地皮，数以
百亩计的地被宣布为一个特别激励机制区，刺激投资，我们得
到了投资委员会的介入。我们有一些税务回扣和其他不同的东
西，”他说。
乌塔堡不是公司集团唯一想征服的泰国海边度假点。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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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不久和暹罗湾对面的华欣本地机场签了协议。
“我们刚
敲定协议。马来西亚的亚航将从11月或12月开始有航
班来往华欣和吉隆坡，”他说。
“泰国亚航开始时可能会有华欣飞去新加坡
或香港。这方面我们正努力中。市政府和机场
两方面都给我们能很好的支持。移民出入境设
施都已经到位。”
泰国亚航拥有一支54架A320的机队，其中包
括4架A320neo。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增加3架neo机，并在12月
31日前再接收3架。
“今年我们增多6架飞机，明年再增加6架，
未来3到4年间我们会每年增加5架飞机，”塔萨蓬说。他还补充
说，公司未来所有接收的飞机均为新引擎的neo系列机型。
泰国亚航开业已经踏入第14年，它飞往13个国家，52个目
的地，有80条航线。今年，增开了廊曼到岘港、清迈到乌汶府、
乌塔堡到乌汶府，及乌塔堡到布吉。公司提高了从曼谷飞往孔
敬府的航次，至每天5班；往黎逸府每天3班；往槟城每天2班；
金边每天3班；由清迈到素叻他尼 (Surat Thani) 每天2班；由
合艾到吉隆坡，及由乌塔堡到乌隆府均为每天2班。
最近几个月，印度成为扩展的焦点。公司相信，泰国到印度
这个市场有巨大的投资及旅游前景。9月，公司开办了曼谷到斋
浦尔及蒂鲁吉拉伯利航班，把它现行的班加罗尔、金奈、德里、
高知及加尔各塔的网络连贯起来了。公司每天亦有班机前往马
尔代夫。
“中国市场过往非常好，但自从零团费给取缔后，一直今非
昔比。情况比较艰难，我们不至于亏蚀，但我们的中国航线削
去了我们很多收益。我希望明天情况会回复原状，中国将强劲
起来，”塔萨蓬说。
泰国及泰国亚航已经把焦点转移到中国个人游
旅客。在这方面，泰国与其首家廉航公司的确有点
运气。中国和南韩外交关系因美军在南韩部署武器
而倒退，事件影响之一是，北京禁止中国旅游团前
往南韩，间接刺激了泰国旅游。到6月30日为止，前
往泰国的大陆游客比2016年同期多8%。
塔萨蓬担心市场过剩及订购过多这两个威胁，
它们的确存在；不过他有其他更迫
切的问题需要他处理，包括
他的投资人。被质询大泰
国亚航2017年第1及2季
度盈利下降时，塔萨蓬
立即提出燃油价上升的
情况。
“我一直和投资者
说，你不能把今年的数
字和上年的比较。数字
会低至少40%到50%。
上年油价比今年便宜
多了。所以，如果你用
上年的油价来算今年
的运营环境项目，得
出的数字 [盈利/亏
损] 将会一样，”他
说。公司把所需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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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1neo机解决载能增长
问题？
泰国亚航需要更大型的飞机。这家廉航公司一直保持
很高的的承载率。2015年，它的承载率平均是81%，一年后升
到84%。到目前为止，2017年，公司平均有88%的满座率。
另一个需要购入高载能飞机的理由是日益严重的拥堵，
及区内很多机场的升降时段短缺。
“我们正研究购入A320neo机，目前仍没作出决定。我
们正和操作小组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机场的升降
时段很拥堵。既然无法增加航次，我们只好用更大型的飞
机，”塔萨蓬说。
“我们仍在消化有关数字。操作小组想知道我们A321
机的停航时间能否和A320机完全一样。如果是，那我们可要
确定买入一些A321机。”
亚航已经订了100架A321neo及大约260架A320neo。
它和空客的合同有弹性条款，在运营有最新需求时可把
A320改装成较大的A321。
“举例，我们现时每天有3班机从曼谷到香港，我想增
加2到3班，因为有这个需求啊。但廊曼很拥堵，而香港很明
显你是无法拿到更多升降时段的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大型的
飞机，”塔萨蓬说。
“但如果飞机太大，比如A330，那在同样的升降时段内
我们无法做到相同的停航时间。所以，我们正研究A321neo
机。它不是太大，但它至少给我们30到40额外座位。”

的74%对冲在每桶62美元，一直到2017年。
塔萨蓬有信心为泰国亚航带来一个良好的2017年业绩，但
他承认，纯利可能不大。
“我不可以说出数字，否则市场不会放
过我，但我的目标乘客数是1.95千万名，而我百分之一百肯定我
能达标。我亦会达到我的目标收入数；但盈利那方面，由于中
国市场的收益受削，数字可能会下来一点。”
亚洲航空公众有限公司 (Asia Aviation PLC) 拥有泰国
亚航55%股权，余45%由以马来西亚为基地的亚航集团持
有。2016年，泰国最大的旅游零售集团皇权 (King Power) 动
用2.25亿美元购入泰国亚航股权。
皇权购入39%控股公司亚洲航空公众有限公司后，成为泰
国亚航第2大股东。塔萨蓬就皇权的股权说：
“我们哪个时候举
手示意，皇权就介入为我们提供帮助，在政府关系及与机场有
关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看来，塔萨蓬和他的泰国亚航在适当时候有适当的朋友，
他不像是快要举起双手说要放弃不玩了。
“当我把其中一个航
空公司对手灭掉了，我就会另谋发展，”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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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新航空
公司走向世界
这家公司只有一架飞机，拥有人是一位本地中国珠宝商，但这
些事实并没有让哈尔滨的龙江航空却步，后者正计划在2021
年前开办悉尼、伦敦及洛杉矶航线，并运营40架飞机，其中包
括7架A330。
多明尼 (DOMINIC LALK) 在哈尔滨的报导
江航空唯一的航
线是每天从哈尔
滨到合肥和珠海
的三角航班，全
长2900公里，
用的是A321飞机。公司在2月获得
中国民用航空局 (CAAC) 批出的
航空资格运营证 (AOC) 后开启这
条航线。
新航空公司由黄金及珠宝公司
哈尔滨湘玉公司所拥有，持98%股
权，注册创办资本8亿人民币 (1.3
亿元)，由持有公司2%股权的女主
席及总裁梁富华 (Liang Fuhua)
领导。龙江向东方航讯透漏，公司
得到“政府所有各层的支持。”
张玉铭 (Zhang Yuming) 是公
司总裁及法律代表人，他的珠宝公
司持有龙江航空98%股权，但公司
日常运营由董事长Li Xiang及副总
裁贾铁生领导。梁及贾均为国航前
任高管，贾负责联盟及国际伙伴关
系，是国航与汉莎航空的中欧联营
协议签字人之一。
东方航讯于8月在哈尔并访问
贾、李及梁，当时公司计划中的第2
架飞机仍在停飞中，中国飞机租赁
集团 (CALC) 6月向龙江发出解除
通知，声言这家初创尚嫩的航空公
司未能履行上年签署的A321机租
赁合同中若干条款。龙江往返哈
尔滨及珠海之间的A321客机是从
已经破产的柏林航空购入的。
龙江向东方航讯证实与中国
飞机租赁在未指明的定金问题上

龍

存在“争议”，公司目前正考虑对中
国飞机租赁的错误解释采取法律
行动。到截稿时间位置，双方仍未
在争议达成和解。中国飞机租赁
向东方航讯证实，在第1个出租出
现问题后已经解除了与龙江的第2
个出租合同。
龙江往返哈尔滨及珠海的航
线表现超出预期。从2到9月，公司
接载约10万名乘客，平均上座率
80%。
飞机在柏林航空短暂服役后
投入龙江服务，抵达哈尔滨时为
单一舱级，其后进行改装，加入8
个平躺头等舱位，票价是往返8千
人民币 (1.2千美元)。销售情况很
好，龙江副总裁贾说。
大陆内地航空公司的客机只
提供国内头等舱及经济舱，国内头
等舱一般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的
商务舱。龙江航空为国内头等舱
及经济舱乘客提供餐饮。哈尔滨
太平国际机场的最大航空公司中
国南方航空也提供空中餐饮。
首席执行官梁解释，选择珠
海为启航目的地，是因为“香港、

珠海及澳门的港珠澳大桥即将启
用，从珠海到香港只需40分钟；公
司对大桥的增长潜力看好。”
龙江航空的目标是成为黑龙
江的旗舰航空公司。它已经接收了
一架新A321及架A320，计划在今
年增加到6架飞机。2018年，它打
算购入7架A320，2019年再购入7
架A320及2架A330，后者颇有意
思，按计划在同年11月及12月各购
入一架。
2020年，公司机队将接收7架
A320及2架额外A330。2021年公
司将接收6架A320及3架A330。
龙江航空只在飞往华南的
A321客机上设头等舱，A320 只设
单一舱别，180个乘客座位。A330
机将提供260个座位，包括18至24
个平躺座位。
第1架A330按期于2019年11
月交付予龙江航空。目前，公司计
划以长程喷射机开启一条哈尔滨
到悉尼航线，每周2到3班；在这之
后1个月，开启A330机新加坡航
线。李及贾告诉记者，澳洲是黑龙

江人钟情的度假地。
龙江2020年的目标是启航
A330服务，先飞往三藩市，继而是
墨尔本，于2021年到伦敦希斯路、
巴黎。东京、首尔及胡志明市航线
在明年启航。
国内，到2021年龙江航空将
有36条航讯，包括每天多班飞往
北京、上海及广州的航班。
在南宁及西安发展次级枢纽
并推出飞行常客计划后，公司有
野心在那个时候能接载达4百万
名乘客。
龙江航空需要提升它的销售
渠道。访问之时，大部分销售依赖
间接渠道。公司正在推出移动程
序及微信订座，同时增加售票办事
处。预期2018年时80%销售以直
接渠道进行。
考虑到中国及本地区运营中
的航空公司的数量，公司在运营初
年预期将面对严峻的竞争。海航
集团在筹备开启黑龙江航空，后
者也是以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为
基地。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相同，
新航空公司的增长受制于机师及
升降时段短缺。
太平国际机场目前正进行重
大扩展工程，包括一条新跑道、一
座16.3万平米客运大楼及43个新
停机坪。到2020年，机场将能处
理2.2千万名乘客，上年处理的乘
客量是1.6千万名。
机场前名阎家岗机场，在1979
年启运，位于哈尔滨市西南约37公
里，是中国东北最大的机场。
2015年，哈尔滨实施72小时
免签证计划，允许来自51个国家的
旅客在哈尔滨免签停留最多3天。
但是，哈尔滨在各航空公司航
线上仍然落了单。哈尔滨机场有广
泛的国内目的地，但缺乏一个国际
连接网络。
机场有的定期国际航班是首
尔 (韩亚航空)、台北 (长荣航空)、
海参威 (阿芙乐尔航空、中国南方
航空、四川航空)、曼谷、澳门及名
古屋 (春秋航空)。狮航有包机往
丹帕沙，南韩易斯达航空有包机
往清州。新加坡酷航已经宣布由
12月1日起提供新加坡到哈尔滨班
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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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万丈—— 北京飞机维
修工程的全球目标
对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来说，成为中国最大的飞机维修保养大修厂商还不
够。这家以北京为基地的公司计划在它的业务组合中增加新业务功能。

光要远大 ——
这是北京飞机维
修工程有限公司
(Ameco) 的策
略。公司在它最
近的一个声明里公告，它着手“在
全球航空界成为一家领先的保养维修-大修 (MRO) 商，并根据这
个目标，快速发展我们产品的竞
争实力及提供全面保养服务。”
这家MRO联营企业说，除了发
展服务新世代飞机的技术能力以
外，公司亦在改装改造服务上加陪
努力。它已为B757客机转货机发
展出一条并衡生产线，并计划改良
它的B787及空客A350起动发电机
方面的技术能力。
它亦在发展起落架大修的技
术能力。目前，Ameco为A320系
列、A330、B737NG及B747-400的
飞机提供起落架的MRO服务。
除此以外，Ameco将在原有
的反推力装置维修中心的基础上
发展一个部件工作坊。维修中心
为IAE的V2500-V5、CFM国际的
CFM56-5B、CFM56-3、CFM567B，及劳斯莱斯的Trent700引擎提
供维修服务。
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贵宾VIP市
场，Ameco打算设立一个工作坊应
对广体机的完工需要。1月，公司为
公务喷气机A319完成C-检，为中
国首次。目前公司正向其他适航性
批核机构提出申请，以扩大市场份
额。Ameco对A330、B737及B747
机的公务机型升级版都有完工技
术能力。

眼

在过去12个月，Ameco的机身
服务部门已获得更多来自德国、
捷克共和国、俄罗斯、土耳其、伊
拉克及香港的航空公司客户。公司
说，来自国际航空公司的工作订单
带来“快速的增长，”尤其对它10
条在中国各地的保养站来说。公司
执行副总裁及首席市场推广官朱
晓 (Zhu Xiao) 说：
“Ameco专心一
致为满足客户的保养需求而努力，
它以全面及一站式的保养服务来
推广自己的品牌形象。”
雇佣逾1.1万名员工的Ameco
北京 (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是
中国最大的飞机技术支援服务提
供商。成立于1989年，公司是国航
(75%) 与汉莎技术 (25%) 的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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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长于飞机、引擎及零部件
的保养、维修及大修。客户除国航
外，还有30多家其他中国航空公
司及40家国际航空公司。公司正为
B757机客改货运的改装工程兴建
并衡生产线。
在它的引擎重修部门，Ameco
说它正紧贴市场趋势，与引擎制造
商合作，并和几家航空公司签署了
保养维修PW4000及RB211引擎
的协定。
Ameco将提升它B787及A350
起动机的技术能力，以扩展它的
时功率 (PBH) 服务。从2014年开
始，公司一直为B787机提供保养
服务。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家国际

客户挑选了Ameco为他们在中国梦
幻客机的保养服务商。从上年5月
开始，Ameco为国航的B787机队
提供停机线维修及签放服务。公司
也从2015年11月开始在上海首次
为芬兰航空提供A350 XWB客机
签放服务时，开始了A350机保养服
务。”Ameco亦为2万个飞机部件提
供大修及维修，包括起落架、轮胎
及制动、液压、气动机机械部件，及
航空电子及电力系统。在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Ameco运营一个有4个
间隔的机库，供B747机大修及喷漆
用。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Ameco
有一个3个间隔的B757机机库，及
一个3个间隔的A321机机库，供检
查及重保养服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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