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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攪局全球經濟，

尤以航空、旅遊業首當其

衝，旗下同時擁有內地最大

廉航及最具規模旅行社之一

的春秋航空也不例外。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坦言，由於疫情反覆，預想中的暑期遊高峰並未到

來；加之全球範圍的不明朗，航空、旅遊業可能會過好幾年

緊日子、苦日子，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但他說公司不

會減慢發展速度，即便眼下不少航空公司退掉飛機訂單，春

秋今年仍會引進7架飛機，「只要我們比別的公司過得好，

就不會擔心，因為市場總有一天會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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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疫情重挫 春秋航空逆市擴充

「新冠肺炎疫情如晴天霹靂，
市場急轉直下。此後光機

票就退了141萬張，春秋國旅亦退
了25萬遊客，原先最賺錢的時間
段，轉眼變成了最虧錢，公司遭遇
的挑戰和壓力可謂相當巨大。」王
煜回憶，今年春運前期，市場形勢
原本一片大好，春秋航空亦鉚足勁
道決戰黃金旺季，春運最高峰時，
一日淨利最高達到2,700萬元（人
民幣，下同），平均下來每日可淨
賺2,300萬元，但一場疫情令公司
由盈由虧。春秋航空第一季度實現
營業收入 23.84 億元，同比下滑
34.5%；期內虧損2.27億元，上年
同期為盈利4.75億元。

一旦停擺 每天燒二千萬
在風雨飄零的市場中，航空業真
的是「傷不起」，由於供給剛性穩
定，需求卻波動很大，任何風吹草
動都會受到顯著影響，遑論如黑天
鵝般的新冠。王煜為記者算了一筆
賬，在最壞的情境下，一旦春秋航
空的飛機全部停擺，不計人工成
本，僅算上租賃、折舊等等固定費
用，每天就有2,000多萬元付之東
流，一個月下來就是6億。
據王煜所言，當時首當其衝就
是要保證資金鏈，進一步拓展融
資渠道。所幸很快就搬來了「援
兵」，工行僅用3日時間審批就提
供給公司10億貸款；之後公司又
獲得了50億元的發債額度，作為
儲備「彈藥」以備不時之需；國
家支持政策亦迅速到位，例如民
航局就為春秋航空減免了近2億元
民航發展基金。

公司高管半年零薪酬
其餘「自救」措施也緊急上
馬。除了根據疫情及時調整航
班，盡可能減少損失外，成本控
制也是重點。於是公司高層主動

提出降薪、甚至零薪。迄今為
止，包括王煜在內的公司高管已
經是第6個月零薪酬，其餘部門經
理以上管理層在實行 3個月零薪
後，現在亦只拿半薪。
當時業界普遍預計，日子雖然難

捱，但疫情頂多也就持續兩三個
月，最晚到端午節應該可以撥雲見
日。其間隨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
成果，5月開始國內航空市場的確
漸漸恢復元氣，春秋航空還乘勢一
口氣新增、復航了47條國內航線。
直至北京新發地疫情爆發，市場形
勢又急轉直下。王煜直言，6月中
旬之後的退票潮，一度幾乎堪比今
年1月的春運。
暑期一直是航空、旅遊旺季，今

年原本同樣被寄予厚望。但王煜坦
言，日前北京疫情反覆，對暑期遊
影響還是很大，雖然整體市場要好
於6月，但距離預期還差得很遠。
而內地不少學校亦明文通知，要求
家長在暑期內不要為學生安排跨省
長途旅行，若因其餘事項不得不離
開當地，則需向學校報備，返程後
必須隔離兩周。
儘管航空和旅遊市場仍有寒意，

今冬疫情是否會捲土重來難以預
料，但王煜堅信，長期看，中國的
廉航和旅遊市場仍深具發展潛力。
他說，已做好「過幾年緊日子、苦
日子」的打算，但當下的困境不會
改變春秋的發展及擴張的步伐。

深信市場總有一日復甦
「春秋航空現在擁有 102 架飛
機，今年還將引進約7架。」王煜
說，現在很多航空公司都在想方設
法推掉原先的飛機訂單，但春秋航
空不會這樣做，「我們還在發展時
期，就算效益有所下降，那是因為
全行業都處於寒冬，只要我們比別
的公司過得好，就不會擔心，因為
市場總有一天會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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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春秋航空成立，為首家中國民營資本獨資經營的低成本航空公
司，也是首家由旅行社起家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開航，最初只有3架飛機

在上交所上市，發行新股1億股，發行價格為18.16元(人民
幣，下同)

以8.46億元入股南航成第五大股東，民航混改再推進

第100架飛機正式入列，中國民營航空首次進入百架機隊規模
的時代

疫情陰霾之下，內地機票價格大幅縮
水，一折、兩折的白菜價俯拾皆是。而一
些早前以高大上形象示人的航空公司，正
在用實際行動悄然「轉型」廉航。三大航
之一的東方航空最先出牌，6月推出3,322
元（人民幣，下同）「周末隨心飛」產
品，旅客可在今年年內的任意周六和周
日，不限次數乘坐東航和上航航班，暢飛
國內除港澳台地區外的各大城市。

「無限飛」套餐應運而生
其餘航企爭相效仿，華夏航空緊跟東航
腳步，推出全國不限次數飛行套餐，2,999
元百餘條航線無限次飛行權益；很快海航
亦宣布開售有效期至年底、不限時間、不
限次數的「海航隨心飛，歡聚自貿港」，
並贈送中免集團海南免稅店代金券。
「廉航是春秋航空最熟悉的領域，產品、
渠道均是我們所長，所以不會畏懼競爭。」
王煜表示，上述「隨心飛」產品取得了很好
的營銷效果，但對消費者而言，春秋航空的
機票原本就十分便宜，有些特價機票甚至不
足100元，消費者享有充分選擇自由。
他提到，7月18日公司15周年時，也發
售了一系列優惠力度更大的航空套票，最
低2,999元的禮包，平日、周末、節假日通
用，在春秋航空承運的所有國內航線含港
澳台航線，均可「想飛就飛」。據統計，
截至7月上旬，春秋航空在飛的國內航線
（含港澳台地區）共計170餘條。

低票價但維持高淨利率
相較其他航企「轉型」廉航或是權宜之
計，春秋航空自始至終堅持廉航定位。王
煜指出，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就是廉航，發
達如日本，廉航規模亦已不容小覷，畢竟
若是個人買單，多數人還是傾向於價廉物
美；另一方面，其實不僅是個人出遊，在

探親、訪友、上學等方面，廉航市場需求
也很大。
控制成本、提升效率是廉航的核心競爭

力之一，春秋航空走低價路線，未受疫情
影響前能長期維持高淨利率，令其他「半
路出家」的航企望塵莫及。例如圍繞節油

就有諸多絕招，公司成立了「節油委員
會」，管理精細到對執飛不同航線的飛機
如何加水都有明確規定，因為若加入過量
的水，反而白白耗油；並專門為機長設立
「節油獎」，鼓勵其採用科學方式盡可能
達到節油目的。

上月末，春秋航空成為疫情得到
有效防控後內地首家恢復長白山航
線的航空公司。民航新航季換季，
今年5月起春秋航空創紀錄地新增
及恢復了47條國內航線。王煜透
露，若計入新增航線，目前旗下國
內航線已經復甦至去年同期逾
110%的水平。暑期期間，春秋航
空還在加快國內航線的布局，爭取
覆蓋更多的國內航點，7月起將密
集新添28條國內航線。另外，考
慮到近年來「小眾遊」在內地快速
升溫，還打出了數張「錯位競爭」
牌，新開航線中涵蓋不少小眾航
線。

目前客座率僅逾10%
原先國際和港澳台地區航線佔到

春秋所有航線的四成，旺季每日有
逾百航班，而新冠疫情對這些航線
影響更大。公司將運力積極引往國
內，主要原因是國際航線仍然嚴格
執行「五個一」（一司一國一線一
周一班），目前公司一周僅有四個
國際航班，往返日本、韓國、泰
國、柬埔寨。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春秋航空
經營上海、石家莊、揚州三個內地
城市往返香港的航線，眼下保留了
其中的滬港航線，每周仍有4班，
但因受到各種原因影響，滬港航線
近期也是非常慘淡。王煜提到，採
訪當日滬港之間其實只有春秋航空
一班航班，但卻只有20至30名乘
客，客座率只得逾10%，而平時公
司滬港航班的客座率都達到93%至
94%。
「現在乘客確實少得可憐，但就

算虧成這樣，滬港之間也不能斷
航，」王煜還表示，從8月 1日
起，春秋會逐步將滬港航線恢復到
每天一班，同時也將陸續恢復香港
至內地其他航點的航線。
7月中旬前，春秋國旅只能經營

上海市內遊，好在期內也開發了一
些新型旅遊產品，例如圍繞64條
永不擴寬的馬路，推出「微遊上
海」系列，以及偏重自然的戶外、
徒步、騎行、採摘等健康旅遊產
品。隨跨省團隊遊逐漸恢復在
望，料將發揮春秋「旅遊+航空」
的獨特優勢。

科技的重要性已無需贅言，以效率為
本的廉航，更要提升科技競爭力。王煜
強調，春秋航空是航空公司，但首先是
一間IT公司。據悉，春秋航空擁有內地
唯一獨立於中航信體系的分銷、訂座、
結算和離港系統，因此每年節省了大量
的銷售費用支出。自主研發的收益管理
系統、航線網絡系統、航班調配系統、
機組排班系統、維修管理系統、地面管
控系統和安全管理系統等，亦為提升效

率發揮積極作用。
「春秋自成立起就烙刻互聯網基

因，從信息技術團隊的自主建設，到電
商直銷平台的推廣，以及全流程核心業
務運營系統的研發，始終走在行業前
列，」他透露，公司在重慶設立信息技
術研發中心，2019年的研發費用投入約
1.3億元，同比大幅增長近20%。目前
信息技術研發團隊有逾600人，幾乎佔
到公司員工總數的十分之一。

一直深耕廉航 不怕對手劈價

內地各大航企推出票價優惠禮包一覽內地各大航企推出票價優惠禮包一覽
春秋航空「想飛就飛」紀念禮包
◆售價2,999元（人民幣，下同）起，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日，不限出行次數、

不限出行日期，覆蓋其執飛的所有國內航線包含港澳台地區

東方航空「周末隨心飛」產品
◆售價3,322元，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日，任意周六和周日，不限次數乘坐東

航和上航航班，覆蓋內地除港澳台地區外的各大城市

華夏航空「想怎麼飛就怎麼飛」產品
◆售價2,999元，有效期至今年10月24日，百餘條航線無限次飛行權益

海南航空「海航隨心飛，歡聚自貿港」產品
◆售價2,699元起，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日，不限次數海南進出港國內航班乘

機，適用海航及旗下12家航空公司，疊加贈送2,880元中免集團海南免稅店代
金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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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發費用同比增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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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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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圖右）早前化身主播，直播帶貨賣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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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苦日子

■■儘管航空儘管航空、、旅遊市場仍有蕭瑟寒旅遊市場仍有蕭瑟寒
意意，，春秋航空是內地復甦最快的航春秋航空是內地復甦最快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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