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市场竞争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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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美国和欧洲的跨大西洋航空市场，已经成为今年竞
争最为激烈的市场。美国和欧洲传统航空公司纷纷成立长途
低成本子公司，并推出了基础经济舱票价，以应对咄咄逼人
的欧洲长途低成本航空公司对跨大西洋航空市场客源的争
夺。
虽然这对跨大西洋市场的主要承运人而言并不是一个
新的挑战，但它有可能成为该市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国际
航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低油价时期已经结束，英国将于
2019 年 3 月正式脱离欧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持续助
长贸易战的政策倾向，如果全球主要国家不断强化单边贸易
保护主义行为，这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
客流量持续高速增长
太平洋航空咨询公司 Ailevon 分析显示，过去 3 年来跨
大西洋市场客流量保持年均 19%的增速，从 2015 年初的每天
8.1 万客流量增加到 2017 年第三季度的每天 9.6 万人次。其
中，2014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美国前往欧洲的旅客增加
了 220 万人次。然而，欧洲前往美国的旅客经过了过去两年
29%的高速增长后，2016 年第一季度客流量达到峰值 1580 万
人次，尽管欧元兑美元的利率贬值了 20%，但欧洲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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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客依然增加了 300 万。
根据国际航协公布的运力计划，2018 年 1 月~9 月，航
空公司在跨大西洋市场上投入的座公里运力将同比增长
5.7%，这个增幅已经超过 2017 年 5.6%的运力增幅，
但与 2016
年的 7.5%相比仍然有所放缓。
Ailevon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8 年新增运力中，挪威
航空占 32%，其次是冰岛航空和 WOW 航空占 14%，加拿大航
空占 7%。三大航空联盟成员在 2018 年 1 月~9 月在跨大西洋
市场上的运力投入将处于稳健的增长阶段。其中，寰宇一家
的美联航、英国航空、芬兰航空和伊比利亚航空的运力同比
增长了 4.3%；星空联盟成员在跨大西洋市场的主要承运人有
加拿大航空、奥地利航空、布鲁塞尔航空、汉莎航空和瑞士
联合航空，合计运力增幅为 3.5%；天合联盟成员美国达美航
空、维珍大西洋航空、法荷航和意大利航空运力增长 2.9%。
航空市场周期性较为明显
接下来市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
咨询公司 AAP 公司的董事长克雷格·詹克斯表示，时刻关注
民航业的周期性是非常重要的。詹克斯引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的石油危机，90 年代初海湾战争，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
造成的航空市场衰退，以及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示：
“航空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对于跨大西洋市场而
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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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持续的旅客量增长。但是事
实上挪威航空和 WOW 航空对于新开航线或新增运力变得越发
谨慎，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削减运力。”詹克斯说。
“以往只要外部环境出现一个明显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
航空公司依然维持较快运力增长，这是过去几次航空公司在
跨大西洋市场大幅削减运力的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还
不清楚 2018 年是否会出现新的周期性危机，民航从业者担
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不可预测，叙利亚、英国脱欧和俄
罗斯等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会引发民航出行需求的衰退。
“但好在目前依然没有真正可能导致重大经济衰退的
诱因出现，没有理由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经济会出现明显
衰退。欧洲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金融危机，经济稳定性实际
上正在加强，唯一的例外是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和英镑贬
值。”詹克斯说，“但是，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做得更好，
因此没有人能够指出真正的危机所在。此外，从历史周期来
看我们正处于周期顶部，一些消极事件很可能随时就会发
生。”在特朗普政府对贸易战言辞不断升级的时候，詹克斯
承认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
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他说。
詹克斯指出，在跨大西洋民航市场走势中，美元的走强
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英国往返美国的航空市场有一
个完全正常的变化。在美元强势的情况下，美国人更多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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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因为他们消费性价比更高。而在以往英镑走强，英国
人就更多前往美国进行。”
新一代飞机加速直飞航线开通
挪威航空从 2017 年 7 月开始运营第一架波音 737MAX8
执飞跨大西洋航线，到去年底已经运营了 6 架波音 737MAX8
飞机，并计划在 2018 年底前接收其余 12 架波音 737MAX8，
2019 年底前接收最后的 16 架。此外，挪威航空还将在 2019
年底前接收 8 架空客 A321LRs，
这是空客 A321neo 的远程版。
此外，挪威航空计划在 2018 年接收 11 架波音 787-9 和波音
737-800。
今年 2 月中旬，挪威航空宣布至 9 月的航班机票销售进
度快于去年同期，今年新开通的航线包括罗马—奥克兰、加
利福尼亚和丹佛—巴黎。挪威航空对机队更新的投入和航线
的扩张能否持续呢？此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与 2016 年净
利润为 11 亿美元相比，挪威航空 2017 年全年亏损 2.9 亿挪
威克朗（约合 3630 万美元）。
虽然 2017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9.3%至 31 亿挪威克朗，
但由于油价上涨和新飞机交付导致运营成本上升了 35%至 27
亿挪威克朗。挪威航空 CEO 比约恩表示：“2018 年公司定位
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的销售情况更好。我们的全球大扩张
将在 2018 年下半年达到顶峰，届时采购的 42 架波音 787 梦
幻客机中的 32 架将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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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OW 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斯库里·摩根森透露的数
据，这家冰岛低成本航空计划在 2018 年实现 40%的旅客量增
长，年底承运的旅客量达到 400 万人次。该航空公司运营 18
架空客 A320 飞机，其中包括 4 架空客 A320neo，预计 2018
年将新增空客 A321-200neo 和 4 架空客 A330-300s。今年，
WOW 航空计划使用空客 A321 机型开通冰岛枢纽机场凯夫拉维
克前往 5 个美国中西部城市的航线（达拉斯、底特律、克利
夫兰、辛辛那提/北肯塔基和圣路易斯），并使其北美航线
总数达到 15 条。
另一个执飞跨大西洋航线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是加拿大
西捷航空，它飞往 3 个欧洲目的地，第四条航线哈利法克斯
—巴黎于 5 月 31 日开通。西捷航空开通了从温哥华、卡尔
加里、埃德蒙顿、温尼伯、多伦多和圣约翰、纽芬兰往返英
国伦敦盖特威克的航线，从哈利法克斯的盖特里飞往盖特威
克的航线也已经于 4 月 29 日开通。
此外，该航空公司也在哈利法克斯—格拉斯哥和圣约翰
—都柏林航线上开通了直飞航班。从机队构成来看，加拿大
西捷航空有 61 架飞机，包括 16 架波音 737-800、23 架波音
737-700、12 架波音 737-1000 和 10 架波音 787-900 系列飞
机。
总部设在纽约的捷蓝航空公司正考虑进入跨大西洋市
场，其在不久前决定将部分空客 A320neo 订单转换为航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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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机型订单，以便于开通从波士顿或纽约往返欧洲的航线。
但捷蓝航空并没有计划在跨大西洋航线上与低成本航空公
司竞争，而是将“中小型企业和高端休闲”客户作为目标市
场。
捷蓝航空将在 2019 年空客 A321LR 开始交付运营的时候，
会就跨大西洋飞行做出决定。
加拿大航空在 2018 年增加了 9 条新的季节性直飞欧洲
航线，包括从温哥华飞往巴黎、苏黎世，多伦多到香农、爱
尔兰，以及蒙特利尔到都柏林的航线。加拿大航空在 2018
年新开的季节性航线包括多伦多到萨格勒布、布加勒斯特和
波尔图，蒙特利尔到布加勒斯特和里斯本。新的航线增加了
15 个欧洲目的地，均是采用波音 767-300ER 机型执飞。
延伸阅读：欧洲传统航空公司如何进行反击
在大西洋彼岸，越来越多的低成本航空公司进入跨大西
洋航空市场，加剧了市场竞争，欧洲的主要航空公司对此开
始展开反击。詹克斯说：“汉莎航空的子公司欧洲之翼开始
进入长途低成本航空市场，同时法国航空和英国航空母公司
国际航空集团纷纷成立独立运营的廉价航空子公司，进入廉
价远程市场。”
Level 航空将在今年 9 月开通纽瓦克—巴黎奥利航线，
而此前已经于 2017 年 6 月开通了巴塞罗那—奥克兰航线，
还有一个季节性的巴塞罗那—洛杉矶航线。詹克斯指出，从
去年到今年夏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柏林航空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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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欧洲和美国的长距离航线上削减运力。“这是跨大西洋航
空市场上运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削减运力后的德国往返
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大部分被欧洲之翼抢占。”
“所以汉莎航空及其子公司欧洲之翼已经基本上接管
了大部分有价值的客源。”詹克斯说。“欧洲之翼目前运营
良好，因为公司的主要战略是运营与汉莎航空的枢纽机场法
兰克福和慕尼黑无关的长途航线，有别于汉莎航空的枢纽网
络运营模式。这正是柏林航空此前的运营战略。他们开通了
许多从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始发的跨大西洋航线，每天在大西
洋上空运营的航班多达 15 个，欧洲之翼削减运力后，汉莎
航空和欧洲之翼迅速抢占了这部分客源。”
尽管汉莎航空公司及其子公司欧洲之翼迅速抢占了部
分客源，但其他欧洲主要航空公司在 2018 年依然持续增加
在跨大西洋市场上的新开航线。在国际航空集团的子公司中，
英国航空公司在 3 月下旬新开了每周 3 班的伦敦盖特维克—
拉斯维加斯航线，此前英国航空已经执飞了每周 11 班伦敦
希思罗—拉斯维加斯航班，并计划新开每周 5 班的伦敦希思
罗—纳什维尔航线。今年 4 月，英国航空将费城—伦敦希思
罗航线从每周 7 班加密至每周 10 班。
今年 3 月，爱尔兰航空开通了每周 4 班从美国费城直达
都柏林的航线，成为国际航空集团第 14 条北美航线，并且
在今年 5 月中旬又开通了都柏林—西雅图航线。爱尔兰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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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运营官麦克·罗特表示，公司未来的长途航线将主要集
中于跨大西洋市场，而不是向东进入海湾或亚洲市场。在国
际航空集团 2017 年度报告中，爱尔兰航空首席执行官斯蒂
芬·卡瓦纳强调，公司的愿景是成为跨北大西洋市场上最具
价值的航空服务提供商。
（本文表达系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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