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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核心观点： 

 事件概述 

国内市场改革试点已经正式开展，白云机场 9 对起降共计 196 个时刻拍出了 5.5 亿价格。1 月 20 日下午在浦

东机场完成了“抽签+使用费”的另一个民航局时刻改革方案。浦东此次共放出 7 对时刻进行抽签，作为主基地航

空公司的东航成为最大赢家，总共获得三对时刻。 

 使用费基本属于“白菜价” 

每时刻以 17.2 万元为基准，且设立上下浮动区间，对航空公司成本影响基本为零。 

 此模式或可持续 

时刻改革的目的即为使中国民航更加市场化，两种模式相比之下，浦东模式可能成为日后时刻改革主要模式。 

 风险提示 

改革不再持续，市场低于预期 

 

 

Table_Report  相关研究： 

航空运输Ⅱ行业：汇率对航空公司的影响点评 2016-01-11 

航空运输 II 行业: 白云机场时刻拍卖点评 2016-01-07 

航空运输 II 行业：大航企主导增量资源分配航空未来大趋势系列深度报告之二：低成本航空翻开民航大众化新篇章，

春秋航空有望成就中国的“美西南奇迹 

201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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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抽签，东航“运气最好” 

民航局12月4日下发《关于下发航班时刻资源市场配置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通知

对白云机场、上海浦东两大机场2016年10：00至24：00间新增的每周共计196个时

刻采取时刻改革试点工作。其中，白云机场已于12月30日竞拍完成。总共九对时刻，

各大航企纷纷参与，在大型航企“规模大”的优势下，时刻均被大型航企获得，且

最终9对时刻拍卖出5.5亿元。 

如同我们在1月7日发布的《白云机场时刻点评》所猜测的，浦东机场“抽签+使用费”

的模式将航空公司分为三组：主基地航空公司（东航、上航、吉祥、春秋），值得

注意的是，东航更是被分为A、B两支，可见地方机场对主基地航空公司配套的重视

程度；在位航空公司（国航、南航、海航）；新进入航空公司（扬子江、瑞丽、祥

鹏等）。抽签分为两轮，共放出7对时刻。 

第一轮抽签决定三个组的顺序，第二轮按第一轮抽到的排位顺序，抽泣各组里的航

空公司，抽中的航空公司再抽签选择一个时刻系列组合。其中东航系成为最大赢家，

供货的三对时刻。具体时刻分配表如下： 

表 1：浦东时刻改革时刻获取情况  

分组 航空公司 中签价格 所属航企 

主基地航空公司 

上海航空 10:25和 16:35 东航 

春秋航空 11:25和 12:25 春秋 

东方航空 A 22:45和 23:40 东航 

东航航空 B 13:25和 21:50 东航 

在位航空公司 
重庆航空 14:35和 15:35 南航 

厦门航空 19:20和 20:25 南航 

新进入航空公司 西部航空 17:25和 18:25 海航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从上表看来，吉祥（主基地航空公司），国航（在位航空公司）均未中签，虽然运气

确实一般，但也凸显此模式的相对公平和透明。 

物美价廉 

在年初发布的时刻拍卖点评中我们对浦东模式的展望中提出“使用费”不会如“白

云机场模式一样任性”。果不其然，根据媒体信息看来，浦东方面对每周任一一天、

每个时刻17.2万元的基准价，并且可以根据不同时段的差异给出一个系数，再根据

一周执行飞行的天数确定最终收费金额。 

系数根据时刻确定，在10:25—19:25间的10个时刻系数均为1.2。20:25和21:25为系

数为1。剩余时刻均为0.8。因为所有航空公司均选择飞满七天，对应的时刻收费价

格由高到低仅为288.96万元、240.8万元和192.64万元。 

此外，中签后使用期限也有三年，相比白云机场，浦东机场的价格绝对是“物美价

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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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模式或可成为日后改革主导模式 

就此次改革的实质而言，是希望时刻资源更加市场化，虽然浦东模式对主基地航空

公司有所“偏袒”，但就各方面保障力量和与地方机场协调能力而言无可厚非。相

比白云机场模式，一来物美价廉，航空公司成本增加十分有限，二来便于监督，确

实更加公开、透明。 

目前，国内主要大型机场时刻资源紧张，在“超负荷运转”的同时，主要机场均已

于近年来开始新建、扩建、扩容，以便增加产能。 

表2：2012年部分主要机场高峰时刻航班量及新建、扩容情况 

机场名称 高峰小时航班量（架次） 部分新建、扩容情况 

北京首都 88 新机场预计 2019年运营 

大连周水子 27 新机场预计 2018年试运营 

上海浦东 65 三期扩建预计 2019 年完工 

厦门高崎 28 三期扩建预计 2018 年建成 

武汉天河 33 三期扩建预计 2016 年完工 

长沙黄花 27 新跑道预计 2016年 10月完工 

海口美兰 27 二期扩建预计 2018 年完工 

三亚凤凰 20 三期扩建预计 2017 年完工 

成都双流 34 新机场预计 2018年完工 

                             数据来源：民航资源网 

我们认为，若日后民航局有意继续推行时刻改革，主要机场将成为改革的重点实施

对象。同时，鉴于浦东的价格合理、透明、易监督等优势，“抽签+使用费”模式将

会成为改革的主导模式。 

风险提示 

改革不再持续，市场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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