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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经济衰退以来，国际航空货运市场长期萎靡
不振。然而，美国阿特拉斯航空集团首席执行官比尔·弗林
带领这家公司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并向着服务快递细分市
场这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得益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与亚马逊合作成为其发展战略的核心。
电子商务孕育新机遇
对于从事整装运输的货运航空公司来说，在 2008 年经
济衰退之后数年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波音公司发布的 《世
界航空货运预测》，2007 年~2015 年，航空货运量增长缓慢，
年均增长率仅为 1.5%。
不过，已经在航空业工作 40 年之久的弗林看到了更加
积极的一面。他说，尽管经济衰退对货运低迷起着重要的作
用，但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苹果手机等个人电子设
备已经取代了多种消费品，如收音机、时钟。同时，消费品
的尺寸在缩小，包装在减少。
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航空货运市场已经复苏，2016 年
的货运量同比增长了 3.8%，今年还将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弗林说：“我认为，我们正处在货运市场发展最强劲的一个
时期，预计 2017 年将出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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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快件服务和电子商务这两个航空货运细分市场
的增速比传统重货快得多。快件通常包括包裹、信件等，其
增速是传统重货的 2 倍；
电子商务的需求则每年增长近 25%。
波音世界航空货运预测，到 2020 年，电子商务的价值将达
到 3.6 万亿美元，是 2015 年的 2 倍。
巨大的市场机会促使弗林改变了阿特拉斯航空的关注
重点。他带领阿特拉斯航空经历了机队壮大与人员增加、并
购、劳工纠纷、海外扩张，并与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达成了
飞机运营协议。
2016 年 4 月，阿特拉斯航空以 1.06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
南方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根据机组、维修和保险 （CMI）
协议为 DHL 运营 5 架波音 737-400 货机和 5 架波音 777 货机。
弗林说： “很明显，为了向客户提供最广泛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需要进一步实现机队的多样化。”
随后，2016 年 5 月，阿特拉斯航空宣布了与亚马逊的合
作关系。根据双方的协议，阿特拉斯航空子公司 Titan 将租
赁 20 架波音 767-300 货机给亚马逊，租期为 10 年，阿特拉
斯航空将为亚马逊实际运营这些飞机至少 7 年 （亚马逊可
将运营年限延长到 10 年）。这些飞机将执飞从亚马逊辛辛
那提枢纽始发的国内航线。
同时，这份协议允许亚马逊在交易进行过程中收购阿特
拉斯航空 20%的股权；如果公司增加协议内容以增添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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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亚马逊还能再获得 10%的股权。在获得 10%股权后，
亚马逊就能任命一名阿特拉斯航空董事会成员。而在此前 2
个月，阿特拉斯航空的竞争对手航空运输服务集团 （ATSG）
宣布了一项类似的与亚马逊的合作计划，涉及 20 架波音 767
货机。
2016 年 8 月，阿特拉斯航空开始为亚马逊执飞航班，
目前已经投入了 6 架飞机。弗林表示，其希望这 20 架飞机
能在 2018 年底之前全部投入运营并为亚马逊提供服务。届
时，阿特拉斯航空集团的机队规模将超过 100 架。
与亚马逊合作是变革的举措
据了解，创始人迈克尔·乔德里 1992 年成立了阿特拉
斯航空，
并于 1993 年使用一架波音 747-200 开始运营航班。
如今，阿特拉斯航空集团的子公司拥有或运营超过 90 架飞
机，
许多飞机被部署在辛辛那提，
为亚马逊和 DHL 提供服务。
要了解阿特拉斯航空的业务转型，没有什么比看看亚马
逊第一架货机 Amazon One 更合适的了。2016 年 8 月，这架
机龄为 22 年、机身上喷绘着亚马逊标志和颜色的波音
767-300ER 货机是弗林转型计划的象征，该计划将阿特拉斯
航空与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和快递包裹运送业务结合在一
起。
“我们的绝大多数货机都被投放到这一快速发展的细
分市场上，其增长速度是重载货物的两倍。”弗林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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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来说，与亚马逊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革的举措。”
到 2018 年，
弗林希望阿特拉斯航空至少拥有 60 架飞机，
其中约 70%为货机。这些飞机将服务快递和电子商务客户。
而在 10 年前，该公司只有 6 架飞机。这种变化已经引起了
投资者的关注，其股价从 2016 年初的每股 35 美元增至现在
的近 60 美元。纽约投资银行海港全球证券常务董事凯文·斯
特林评价说： “在当今世界，如果你能成为亚马逊的合作
伙伴而非竞争对手，这就是你想要的。”
2016 年，阿特拉斯航空实现营业利润 1.68 亿美元，净
利润 4150 万美元，比 2015 年均有大幅增加。该公司的飞机
外包业务——通常是通过飞机、机组、维修和保险（ACMI）
协议销售的——为公司带来了 18 亿美元收入中的 45%，占全
部飞行的 72%。包机业务带来了 48%的收入，占全部飞行的
27%；租赁业务则贡献了 6%的收入。
如今，电子商务仅占零售总额的 6%~7%，而且有一半的
电子商务销售是关于媒体和电子书等数字产品的。弗林说：
“在实体产品的销售方面，我认为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我
们很高兴能与亚马逊站在一起。”
虽然弗林拒绝推测亚马逊业务的潜在扩张，但海港全球
证券的斯特林认为，阿特拉斯航空将来可能用更大的飞机为
亚马逊运营国际航线。更广泛地说，斯特林认为，亚马逊的
扩张对航空货运市场是一个好兆头。“亚马逊正促使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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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供应链的发展，这对航空货运非常有利”。
寻找新的扩张机会
弗林看到了将阿特拉斯航空拓展到其他领域的机会。例
如，来自南美、南非、东非的水果、鱼和花卉等重货产品的
运输需求很旺盛。 “当我们考虑航空货运和快递市场的发
展时，它确实是全球性的”。
弗林说，没有哪个地区能像亚洲这样，拥有全球 40%的
航空货运需求量，而且中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一机会引
起了竞争对手 ATSG 的关注，该公司计划向中国某运营商租
赁波音 737-400 货机，并寻找成立合资企业的可能性。
弗林说，由于资本要求和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阿特拉
斯航空并不追求投资中国的航空公司或成立合资企业。但是，
最近几个月，该公司通过与国泰货运、韩亚货运、日本货运
航空、香港货运航空等航空公司签署的 CMI 和 ACMI 协议在
亚洲市场上不断扩张。弗林在谈到中国乃至亚洲时说： “我
认为，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有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在任何
一个月，
我们都有 320 个~380 个航班从中国内地和香港始发。”
扩张需要飞机，而弗林将目光投向了包括波音 767 客转
货和波音 747-8 货机在内的几种机型。“我们最终想要更多
的波音 747-8 货机，要么订购全新的，要么从其他市场上得
到”。在油价低于 80 美元一桶时，这些飞机即使不会比波
音 777 货机更有竞争力，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他说，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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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满载的情况下，波音 747-8 货机的航程也可以与波音 777
媲美。
同样地，较低的油价已经显著延长了阿特拉斯航空波音
747-400 货机的使用寿命。弗林表示，他还对空客 A321 和空
客 A330-300 客转货飞机有兴趣，虽然这些飞机在二手市场
上并不常见。空客 A330-300 飞机能运输比波音 767 飞机更
多的货物，而且在航程和成本方面都具有竞争力。他说：
“我们对空客 A330-300 客转货飞机所具有的潜力感到兴奋，
它是波音 767 强大的竞争者。”
通过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 100 多个天空开放协定，新
飞机有助于阿特拉斯航空的全球扩张。最近，一些协定已经
成为美国政治讨论的中心内容，包括美国三大客运航空公司
声称中东三大航接受政府巨额补贴，有损市场公平竞争，因
而正努力说服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与中东国家签署的天空开
放协定。
然而，阿特拉斯航空和联邦快递、夏威夷航空、捷蓝航
空站在了美国三大航的对立面，说服政府不要这样做。弗林
说： “如果没有第五航权和第七航权，以及从天空开放协
定中获得的诸多利益，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不会如此富有效
率。”
（本文表达系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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