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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客运航班补贴出台，保底减亏促安全  
事件：5 月 26 日，财政部、民航局发布关于阶段性实施国内客运航班

运行财政补贴的通知。为夯实民航安全基础，以保最低运行航班量和

保安全飞行为目标，对国内运输航空公司经营的国内客运航班实施阶

段性财政补贴。 

 

日均航班量低于 4500班时启动，补贴实际收入扣减变动成本后的亏损

额：本次补贴主要条件为：1）原则上当每周内日均国内客运航班量低

于或等于 4500 班（保持安全运行最低飞行航班数）时启动。2）仅补

贴国内客运航班。3）航段平均客座率未超过 75%。4）航班实际收入

无法覆盖变动成本。补贴标准为对国内客运航班实际收入扣减变动成

本后的亏损额给予补贴，设定最高亏损额补贴标准上限为每小时 2.4

万元。政策实施期限为 2022 年 5 月 2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补贴框架下，短期内航司或将控量保价，同时增加航距：根据航班管

家数据，5 月前三周日均航班量分别为 3520、4154、4645 班，当前

航班量处在补贴标准附近。预计短期内在疫情反复、需求仍未显著恢

复情况下，航司将控制航班量在 4500 班水平，同时适度提高票价水平，

此时若需求良好客座率较高，则航司得以盈利，若需求较弱则通过补

贴航司得以保不亏。此外由于本次补贴标准为按小时计算，航司或将

选择航距大的航班，从而提升飞行小时数。 

 

补贴目的为在航班量低迷时保障行业安全运行，预计随需求持续复苏，

行业将回归正常运行：目前国内上海、北京等地仍有疫情反复，航班

量较正常经营水平（2019 年 6-7 月日均航班量为 14760 班）仍有巨大

差距，补贴目的为保最低运行航班量和保安全飞行。根据近两年客流

规律以及欧美复苏经验，解封后航空供需有望迅速回升，届时航司收

入足以覆盖变动成本，将增加航班匹配供需，回归正常运行。 

 

疫情以来最差打击已过，看好航空持续边际改善：5 月近一周航班量恢

复至疫情前 3 成以上，较 4 月最差时的不足 2 成显著好转。同时财政

补贴、贷款等纾困政策推出，帮助航司渡过难关，系统性风险降低。

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常会提出有序增加国内国际客运航班，看好航

空下半年持续边际改善。当前观察暑运需求，验证疫情后需求弹性；

其次观察二十大之后政策走向。 

 

投资建议：需求端，短期疫情冲击有望接近拐点，被抑制的出行需求

将逐步恢复。供给端，航司运力引进缓慢，波音空客订单堆积、产能

恢复尚需时日，且经过多年下沉市场开发，我国空域资源已接近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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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内供给低速增长具有高确定性。此外，民航票价市场化改革打开

涨价弹性空间。供需确定性拐点叠加票价上行，航空有望迎来一轮成

长周期。重点推荐具备高品质航线的中国国航（将显著受益公务出行

回升）；低成本航空龙头春秋航空；国内线占比高，业绩弹性大的南

方航空；区位优势明显的东方航空；关注支线航空华夏航空。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导致居民旅游消费、公商务出行减少；国

内疫情持续反复，国际疫情控制时间超预期，导致航空客流恢复进度

低于预期；地缘政治风险等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大幅

贬值风险；航空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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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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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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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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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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