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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 
工商企业 

机场 

惠誉博华 2023 年机场行业信用展望：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经济下行周期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机场建设发挥了逆周期调节功效；未来

行业供给侧在政策加持下料将释放优质增量 

机场作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之一，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政府发展规划往往兼顾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而非仅将获取利润作为首要目标，政府规划及政策导向对行

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近年来，中国机场数量持续增长，截至

2022 年末，境内运输机场共 254 个，较 2012 年末净增 71 个，

西部机场总数量占比约五成。根据《“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中国将赓续完善国家综

合机场体系，加大建设投入力度，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突破枢纽

容量瓶颈；截至 2025 年，预期建成不少于 270 个民用运输机场，

考虑到基数效应，“十四五”期间中国民用机场数量增速较之前

十年略有回落。 

 

2012 年以来，民航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金额有增无已，尤其

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作为逆周期调控手段的民航基建投资强势

增长，2020 及 2021 年同比高增 11.6%/13.0%，显著高于同期的

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增速（0.9%/0.4%），2022 年民航基建投

资金额预计仍将超过 1,200 亿元。“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枢

纽机场建设，完善非枢纽机场布局，列示续建 34 个、新开工 39
个、前期工作 67 个机场重点项目（附录 2），其中包括成都天府、

珠三角枢纽等项目，考虑到机场项目的建设周期，近年的民航固

定资产投资及项目储备将为未来机场行业供给提供有效保证，政

策加持下料将释放优质增量。 

 

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机场建设在经济下行周

期中发挥逆周期调节功效，民航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金额

有增无已。防疫管控叠加出行意愿下降致使民航客运量断崖式

下挫，机场行业客运需求锐减；鉴于国内外疫情爆发存在时间

差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民航货运在防疫物资、生鲜冷链等航空

偏好型货运需求支撑下表现相对优异。2022 年，机场旅客吞

吐量恢复至疫情前的四成左右，货邮吞吐量恢复至 2019 年的

85%，行业亏损延续。 

2022 年底，中国防疫政策转向，疫情迅速达峰，经济复苏曙

光乍现明确。2023 年，随着出入境重新放开，旅游休闲、商

务出行等需求增长引致执行航班数量激增，需求弹性释放将支

撑民航运输业复苏，机场行业否极泰来，行业整体预计扭亏为

盈。 

机场企业在经历了疫情艰难时刻之后，2023 年业务量料将节

节走高，盈利能力随之修复，财务杠杆伴随现金流改善而逐步

向疫情前回归，信用风险敞口有所收敛，但仍需关注业内偿债

压力较大的尾部企业。 

惠誉博华对 2023 年中国机场行业展望为“低景气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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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行业具有资本密集特征，初始投资金额高且回收期长，项目

投资资金依赖民航发展基金及中央、地方政府补助。在疫情冲击

经济困扰下，为鼓励、支持机场行业可持续发展，2022 年 2 月，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

策》，多举措统筹资源加大对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力度，

为机场行业投资资金需求提供保障，包括中央财政继续通过民航

发展基金等对符合条件的中小机场和直属机场运营、安全能力建

设等予以补贴，对民航基础设施贷款予以贴息，对机场和空管等

项目建设予以投资补助；鼓励地方财政对相关项目建设予以支持；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枢纽机场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民航机场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建立绿色通道等。 

客运及货运市场、国内及国际航线遭受疫情的冲击程度大

相径庭；需求弹性释放将驱动 2023 年民航运输业复苏，机

场行业业务量料将节节走高 

机场行业下游——民航运输业与宏观经济波动休戚相关。民航总

周转量增速，尤其是国内航线周转量增速与惠誉博华构建的月度

GDP 指数呈现正相关性。2020 年，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重创

民航业发展势头，民航总周转量重挫 38.3%至 798.5 亿吨公里；

2021 年，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复苏下，民航总周转量有所回升，但

仅恢复至 2019 年的 66.2%；2022 年，国内疫情多点频发，防疫

政策限制下民航业受损更甚，民航总周转量降至 2011~2012 年水

平。惠誉博华认为，2023 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内需亮眼、外需黯

淡”格局，经济再度重启快步复苏，民航总周转量也将随之踏上

高斜率反弹之路。中期来看，“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至 2025 年，

民航总周转量预期目标为 1,750 亿吨公里，约为 2022 年的两倍之

多，目前来看实现此目标相当困难。 

 

 

细分来看，疫情对客运及货运市场、国内及国际航线的冲击程度

大相径庭。客运方面，2012 年至疫情前，在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

持续增长驱动下，作为可选消费的民航客运业务发展势头强劲，

民航客运量同比增速在 8%~13%区间内波动，且出境游成为更多

旅客的选择，国际航线客运量增速显著高于国内航线客运量增速。

2020 年初疫情爆发后，防疫管控叠加出行意愿下降致使民航客运

量断崖式下挫，后随着国内疫情阶段性控制成效显现，国内航线

民航客运量降幅逐步收窄；2021 年，国内航线客运量变动随着防

控政策的变动而呈现一波三折态势，全年客运量恢复至 2019 年的

75%左右；2022 年上海等地封控政策加剧民航客运之殇，国内航

线难掩颓势，平均客运量再度腰斩。国际航线客运量则始终蛰伏

于谷底深处，波澜不兴。 

 

货运方面，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

产业升级等多重变量影响下，2019 年民航货邮运输量录得 753.1
万吨，同比增速 2.0%，增长略显疲态。而鉴于国内外疫情爆发存

在时间差以及产业结构差异，疫情冲击后民航货运在防疫物资、

生鲜冷链等航空偏好型货运需求支撑下表现相对优异，2020 年民

航货邮运输量恢复至 2019 年的九成左右；2021 年，国内外经济

先后复苏，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进出口表现十分强势，以

2019 年为基期，国际航线货运量增长10.9%；2022 年，国内外航

线货运量恢复程度分化加剧，国内航线货运量大幅下滑，拖累整

体货运量较 2019 年下滑 17.9%。 

 

2022 年底，中国防疫政策转向，疫情逐渐达峰，经济复苏曙光乍

现。2023 年 2 月 6 日起，中国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

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http://www.fitchbo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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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恢复内地和港澳人员往来。随着出入境重新放开，旅游休闲、

商务出行等需求弹性加速释放，执行航班数量激增，且上涨劲头

不止，尤其是国际及港澳台航班。2023 年 1 月，国内执行航班均

值 10,607 架次，环比劲增 85.2%，2 月份进一步增至 11,946 架

次；国际执行航班均值 1 月份为 144 架次，同比陡增 136.3%，2
月份环比增长 63.4%至 235 架次；港澳台执行航班均值 2 月份环

比上涨 45.6%至 159 架次。此外，根据“去哪儿”旅游平台披露

数据显示，2 月国际机票预定量比去年 12 月翻一番，签证搜索量

增长 6 倍。春节假期高频数据（如旅游出行 3.1 亿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8.6%）也验证了需求的火热程度。春节过后服务

业复商复市加快，景气水平升至近期高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在 2 月份录得 55.6%，其中航空运输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60.0%
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市场活跃度大为提升。惠誉博华认为，需

求弹性释放将支撑 2023 年民航运输业的复苏逻辑，机场行业的业

务量料将节节走高；中长期来看，虽然短途航线受到高铁的分流

影响，但中国人均乘机次数在疫情前的 2019 年为 0.47 次，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0.87 次及美国的 2.48 次，需求端增长空间巨大。 

 

机场盈利取决于生产指标恢复程度，预计 2023 年行业扭亏

为盈 

2022 年，中国机场旅客吞吐量录得 5.2 亿人次，恢复程度与下游

民航客运量相仿，仅为 2019 年的四成左右；货邮吞吐量录得

1,452.7 万吨，较 2019 年下降 15%；飞机起降架次录得 714.8 万

架次，较上年回落 26.9%。分区域看，东部机场由于国际航线占比

相对较高，旅客吞吐量恢复弱于中西部机场，其占比由 52.5%降至

47.8%，西部机场旅客吞吐量占比则提升至 33.3%。东部、中西部

机场货邮吞吐量恢复则优于西部及东北部机场。 

 

 

 

 

从行业盈利角度来看，机场的业务分为航空性业务和非航空性业

务，其中航空性业务的收费标准由政府制定，该类业务盈利的决

定性变量为旅客吞吐量；非航空性业务以市场调节价为主，盈利

取决于机场在产业链中的定价能力、市场竞争格局及机场发展阶

段等多个要素，但旅客流量的增加会间接刺激免税、广告等非航

业务收入增长，因而，旅客吞吐量始终为机场行业的核心业务指

标。对标国际主要经济体重要机场的生产数据，疫情严格指数与

旅客吞吐量数据在疫情放开后会有明显的“黄金交叉”。韩国于

2022 年 2 月首次取消阳性隔离措施，同年 5 月及 9 月分别放开场

所聚集限制和出入境限制，仁川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增速在 2 月份之

后便进入快速上涨区间。中国防疫放开之后，疫情严格指数下降，

旅客吞吐量料将高斜率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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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机场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94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

利润总额-246.2 亿元，比上年减亏 14.1 亿元。惠誉博华预计，中

性情景下，2022~2023 年机场行业收入分别修复至 2019 年的 60%
及 80%，2022 年亏损已成定局，2023 年大概率扭亏为盈。 

 

样本企业生产指标及运营效率将随着疫情淡出、经济复苏

而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善 

惠誉博华选取了 14 家1机场企业作为样本（附录 1），使用其披露

的业务及财务数据对行业及样本进行分析与验证；样本企业旅客

吞吐量合计占到行业总量的约 65%，货邮吞吐量占到行业总量的

约 80%。旅客及货邮吞吐量等业务规模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机场

企业的信用实力，虽然规模本身并不是信用质量的唯一决定性因

素，但可对行业地位、经营收入稳定性、运营效率及财务灵活性

形成支撑。受制于疫情防疫，除山东机场集团因 2020 年合并烟台、

威海等机场外，2021 年样本企业旅客吞吐量较 2019 年均呈现不

 
1 为避免重复计算，14 家样本为截至 22Q3 末不存在合并关系的公开发债

或上市企业 

同程度下滑。样本企业货邮吞吐量恢复程度优于旅客吞吐量，

2021 年较 2019 年的恢复程度中位数为 107%。 

首都机场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机场运营企业，下辖北京、天津、

江西、河北、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省份的53个机场，2021年

旅客吞吐量恢复至 2019 年的约六成，慢于样本企业中位数，录得

1.4 亿人次，且 2022 年颓势不止；2021 年货邮吞吐量恢复至

2019 年的 85%，录得 226.5 万吨，在样本企业中恢复程度最低。

2022 年，上海机场集团由于其国际旅客占比高叠加 2022 年上半

年上海疫情封控，双因素共振引致旅客吞吐量深度下挫至疫情前

的约 2~3 成。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的机场集团，

如白云机场、深圳机场集团及浙江机场集团，2021 年货邮吞吐量

均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2022 年，国内上市机场企业中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摘得桂冠，为

2,611 万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36%，绝对值及恢复程度均次于

新加坡樟宜机场（3,220 万人次/47%），应与新加坡疫情放松早

于国内及其经济持续复苏相关；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时隔三年后

出现反弹，但仅恢复至 2019 年的四分之一。上海机场货邮吞吐量

录得 323 万吨，高于韩国仁川机场的 295 万吨，仁川机场的货运

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运营效率方面，2019 年上海机场集团受益于非航空性业务收入占

比高，单飞机起降架次收入位居首位；非航空性业务，如免税、

广告、餐饮等收入与客流量高度相关，受疫情影响最甚，且上海

机场于 2021 年与中国中免签订补充协议，调整租金抽成模式至与

机场客流挂钩，无疑加剧了其单飞机起降架次收入下降趋势。除

与非航业务相关之外，机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多

元化程度也影响机场企业运营效率与盈利能力。云南、甘肃、广

西等省份经济相对偏弱，单飞机起降架次收入位于样本企业低分

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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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随着疫情淡出、经济复苏，需求弹性释放，客流量尤其

是国际客流量恢复将对上海机场、首都机场等非航业务收入有较

大增长空间的机场带来可观的业绩增量，样本企业生产指标及运

营效率料将呈现不同程度改善。 

疫情冲击下盈利及经营活动现金流缩水驱使机场企业项目

投资对外生现金流依赖程度显著上升，财务杠杆持续攀升；

2023 年，在业务量向好预期下，机场企业盈利能力料将明

显修复，财务杠杆随着现金流改善而逐步向疫情前回归 

2021 年，样本企业合计营业收入 779.6 亿元，较疫情前的 2019
年下降 22.2%，主要系疫情冲击下客/货运吞吐量的下滑及民航局

下调机场收费标准所致；净利润在收入下降、疫情防控费用增加

及折旧等成本刚性的双向挤压下，亏损扩大至 160.4 亿元。2022
年疫情对民航业影响尤甚，收入及净利润降幅必然进一步走扩。

具体样本企业层面，厦门翔业集团因物流、配套及酒店等非机场

板块业务收入占比高（约 80%~90%），机场业务占比较少，受到

疫情影响与其他样本相比较小，2022 年预计营业收入位居第一。

山东机场集团因合并范围增加，预计收入规模与 2019 年相比增速

最高。 

 

  

盈利能力方面，样本企业毛利率中位数及 EBITDA 利润率中位数在

疫情三年期间呈现下降态势，2022 年前三季度毛利率中位数骤降

至-36.6%。样本企业层面，除厦门翔业集团外，毛利率均为负数，

其中东部机场集团录得最低，其在 2020 年整合江苏省内机场资源，

并入徐州、淮安、常州等 6 家盈利能力水平一般的成员机场，而且

受 2021 年 7 月南京禄口机场因疫情停运的拖累，推升集团整体运

营成本，毛利率深跌至-114.6%。四川机场集团因天府机场投入运

营，折旧摊销成本上涨叠加疫情影响，毛利率录得较大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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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背景下，机场改扩建及新建项目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逆周期调控手段，投资规模持续扩张，2022 年样本企业预计投资

金额超过 450 亿元。同时，生产指标及运营效率联袂下挫之下的

收入降低引致样本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大幅缩水，投资活动资金

需求对筹资活动依赖程度较疫情前显著上升。在样本企业中，不

乏有重大投资项目计划，如上海机场集团与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合资建设的南通新机场（“上海第三机场”）将于 2023 年

11 月开工建设，总投资预计 500 亿元；大兴机场工程续建项目在

持续推进，计划总投资预计超 200 亿元；温州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预期工期为 2023~2028 年，计划总投资约 130 亿元。2023 年，

样本企业投资金额预计仍将增长。中长期来看，未来机场企业投

资压力仍需持续关注。 

 

机场企业的应收账款对象主要为各航空公司，疫情对航司的影响

深度及持续时间均超出预期，机场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随之放

缓，2019 年样本企业中位数为 7.2 次，2021 年降至 5.7 次，除厦

门翔业集团外，剩余样本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均出现下滑。2023
年航司业务量的复苏将有利于机场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加快。 

疫情期间，民航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作为逆周期调控手段连

续三年超千亿规模，投资金额不降反升。为了支持项目投资，机

场企业债务规模持续增长。2021 年末，样本企业总债务规模合计

1,928.4 亿元，较 2019 年末劲增 67.5%。截至 2022 年三季度末，

惠誉博华预计样本企业总债务规模增至约 2,196 亿元。机场企业具

有资本密集特征，其初始投资金额高，投资回收期长，且其债务

期限通常较长，与其资产的长期性相匹配，近年来样本企业长期

债务占比在 70%左右。疫情冲击下对融资活动依赖程度的提高也

推升了样本企业杠杆率，FFO 总杠杆率/净杠杆率中位数分别由

2019 年的 5.1x/1.3x 迅速攀升至 2021 年的 12.1x/9.5x，资产负债

率也涨至 22Q3 的 43.6%，预计 2022 年财务杠杆仍将继续走高。 

  

 

与疫情前相比，样本企业有息债务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虽然以

“其他收益”衡量的政府补助金额在疫情期间持续上涨，但在业

务量下降及成本刚性造成的亏损面前实属杯水车薪，企业净利润

呈现巨幅缩水，进一步验证内生现金流对债务的保障能力骤降。 

 

鉴于有息债务增长，利息费用随之水涨船高，叠加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大幅收窄，样本企业 FFO 及 EBITDA 对利息费用保障程度较

疫情前下降显著。2021 年 FFO/利息费用及 EBITDA/利息费用中

位数降至 1.1x 及 1.7x，2022 年预估仍将进一步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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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企业中，位于下图第四象限的四川、山东、重庆、云南及广

西等省份的机场集团财务杠杆较高、盈利能力弱，白云机场及深

圳机场集团受益于相对优异的运营效率及盈利能力，财务杠杆保

持低位，偿债压力较小。2022 年，疫情影响下机场生产指标颓势

不止，样本企业盈利能力及财务杠杆继续弱化，行业内分化更甚；

2023 年在业务量节节走高预期下，样本企业盈利能力将得到快速

修复，杠杆亦将随着现金流好转而逐步向疫情前回归，但恢复至

2019 年水平尚需时日。 

 

综上所述，对于遭受疫情重创的机场企业而言，其盈利能力、现

金流及财务杠杆在疫情期间表现每况愈下，已降至多年来冰点水

平，行业持续处于低景气阶段。惠誉博华认为，随着防疫政策实

质转向，经济快步复苏，2023 年机场行业否极泰来，经营及财务

指标料将明显改善，信用风险敞口有所收敛，但仍需关注业内偿

债压力较大的尾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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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022 年前三季度样本企业部分财务数据（亿元） 

序号 公司 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毛利率 
资产负

债率 

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 

1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90.5 -79.2 1914.9 -67% 53% -24.0 -22.2 74.4 

2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49.9 -14.3 1060.3 -36% 27% 1.3 -55.9 83.5 

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33.1 -6.3 274.9 -11% 35% 4.4 -5.6 8.5 

4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37.4 -7.1 611.3 -6% 35% 13.3 -4.5 1.7 

5 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6.5 -15.5 627.1 -37% 63% 2.4 -33.9 41.6 

6 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6.3 -6.0 254.1 -46% 34% 0.5 -32.6 30.1 

7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3.2 -14.7 377.4 -115% 48% -0.1 -30.2 38.4 

8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2 3.0 494.7 6% 54% 8.6 -9.4 34.9 

9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6.1 -15.1 401.1 -45% 57% 3.7 -26.0 6.8 

10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5.3 -31.2 750.4 -85% 44% 25.3 -18.2 1.5 

11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 -3.8 216.9 -62% 33% 3.1 -30.5 37.6 

12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7 -10.4 604.9 -29% 30% 0.7 -18.7 26.0 

13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7.2 -2.2 279.9 -33% 91% 33.5 -24.7 -3.1 

14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5 -0.8 39.0 -16% 43% 0.0 -0.7 -0.3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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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十四五”时期运输机场重点建设项目 

性质 个数 机场名称 

续建 

新建 16 
成都天府、鄂州、邢台、绥芬河、丽水、芜宣、瑞金、菏泽、荆州、郴州、湘西、韶关、阆中、威宁、昭苏、塔什

库尔干 

迁建 6 呼和浩特、青岛、湛江、连云港、达州、济宁 

改扩建 12 杭州、福州、烟台、广州、深圳、珠海、贵阳、丽江、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 

新开工 

新建 23 
朔州、嘉兴、亳州、蚌埠、枣庄、安阳、商丘、乐山、黔北（德江）、盘州、红河、隆子、定日、普兰、府谷、定

边、宝鸡、共和、准东（奇台）、和静（巴音布鲁克）、巴里坤、阿拉尔、阿拉善左旗 

迁建 4 厦门、延吉、昭通、天水 

改扩建 12 天津、太原、哈尔滨、沈阳、上海浦东、南昌、济南、长沙、南宁、重庆、昆明、拉萨 

前期工作 

新建 43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正蓝旗、林西、东乌旗、四平、鹤岗、绥化、宿州、聊城、周口、鲁山、娄底、防城港、

遂宁、会东、天柱、怒江、宣威、元阳、丘北、玉溪、楚雄、勐腊、平凉、武威、林下、和布克赛尔、乌苏、轮

台、且末（兵团）、皮山、华山、衡水、晋城、金寨、淄博、滨州、潢川、荆门、贵港、内江、广安、商洛 

迁建 15 大连、牡丹江、南通、衢州、义乌、龙岩、武夷山、威海、潍坊、恩施、永州、梅县、三亚、攀枝花、普洱 

改扩建 9 石家庄、长春、南京、宁波、温州、合肥、郑州、武汉、银川 

资料来源：“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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