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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调整国际航班 II类机场全部在列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孙亚华

美国

6

月

3

日对中出台“断航”政

策后，

6

月

4

日，民航局发布最新《关

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与此同

时， 民航局公布了具备国际客运航班

接收能力的

37

个口岸城市名单，

II

类

机场全部在列。

这正好呼应了证券时报·

e

公司

当日早晨发布的调查报道 《海外留学

“疫” 发艰难

II

类机场应火线加开国

际航班》。 该报道称，随着我国疫情得

到控制、机场防疫手段的优化，可开放

更多航班和

II

类机场，疏解我国数十

万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堰塞湖”问题。

根据通知并结合证券时报·

e

公

司记者采访来看，民航“五个一”政策

仍将继续保留， 但该政策的先决条件

（“第

5

期”航班计划）有所放开，名单

外航司可申请复航。并且，在风险可控

下， 可适度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的

航班增幅。与此同时，民航局创新性设

计了“奖优罚劣”机制，实施航班奖励

和熔断措施。

民航局最新发布解读称， 国际客

运航班调整后， 预计目前保持通航的

23

个国家

44

个航空公司每周最多增

加航班

44

班。预计恢复通航的阿尔及

利亚、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卡塔尔、肯尼亚、卢旺达、马达加

斯加、摩洛哥、墨西哥、瑞士、文莱、乌

克兰、伊拉克、伊朗、越南等

16

个国家

的

20

家航空公司，每周最多增加航班

20

个。

此外，一系列调整意味着，不仅从

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会增加， 接收口

岸城市也不再局限于“第

5

期”规定的

城市。 新规下，

II

类机场全部在列。 同

时，根据美国交通部文件内容，其在

6

月

3

日发布的中国航空限制政策，或

将迎来相应调整。

针对美方限制举措，

6

月

4

日，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此前，中国民航局同美

国运输部一直就两国航班安排保持密

切沟通， 本来已经取得了一些安排进

展，现在中方也已宣布政策调整，希望

美方不要为解决问题制造障碍。

民航局作出调整

专家这样解读

最新 《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

通知》 共有九项具体安排， 重点涉及

“五个一”政策的执行，是否可新增外

航航线，以及防疫安排等多方面内容。

一，“五个一”政策继续保留。

民航局通知显示， 已列入民航局

3

月

12

日官网发布的“国际航班信息

发布（第

5

期）”（以下简称“第

5

期”）

航班计划的中外航空公司可以上述航

班计划为基准， 继续按照以下原则执

行自

/

至中国的国际客运航班：国内每

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

能保留

1

条， 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

不得超过

1

班； 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

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

1

条， 每周

运营班次不得超过

1

班。 上述航线航

班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调整境

内外航点。

依据此项安排，“一家航空公司在

一个国家只能保留一条航线， 并且一

周最多仅有一个航班”的“五个一”政

策仍将延续。 “其实原则上还是没放，

但是因为国外疫情形势的分化， 呈现

了更精细的动态调整。”某民航业专家

向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表示。

二，放开“五个一”政策先决条件，

名单外航司可申请复航。

实际上，对于有条件的放开“五个

一”政策市场早有预期，此次最新通知

的最大看点即在于该政策的调整空间

如何。

根据此次通知，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起，所有未列入“第

5

期”航班计划

的外国航空公司， 可在本公司经营许

可范围内， 选择

1

个具备接收能力的

口岸城市， 每周运营

1

班国际客运航

线航班。

这意味着， 此前不在名单上的达

美、 美国航空等外国航司均有机会复

航中国航线， 滞留国外的留学生等可

选择的回国航班也将增加。

根据民航局最新解读政策， 此次

调整主要涉及前期暂停执飞我国客运

航班的

95

家外国航空公司。

由于沙特、意大利、奥地利、匈牙

利、朝鲜、蒙古、以色列、阿曼、土耳其、

格鲁吉亚、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马尔

代夫、毛里求斯、印尼等国家仍实施行

政停航或限飞禁令，上述国家的

31

家

外航可能暂时无法恢复至华国际航

班。 因此，

6

月

8

日起每周实际执飞的

国际客运航班量最多不超过

64

班。按

照

3

月

26

日以来每周实际执行率

75%

测算， 每周实际航班量约为

150

班，实际增加

50

班；预计每周航空口

岸入境人数约

33000

人， 平均每日入

境人数约

4700

人。

国际客运航班调整后， 预计目前

保持通航的

23

个国家

44

个航空公司

每周最多增加航班

44

班。预计恢复通

航的阿尔及利亚、阿富汗、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卡塔尔、肯尼亚、卢旺达、

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墨西哥、瑞士、文

莱、乌克兰、伊拉克、伊朗、越南等

16

个国家的

20

家航空公司，每周最多增

加航班

20

个。

另外，通知还指出，在风险可控并

具备接收保障能力的前提下， 可适度

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的航班增幅。

据民航局介绍， 这主要包括四种

情况： 一是迄今向我输入病例较少且

同我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 二是综合

考虑我海外公民较多、 刚性回国需求

强烈的国家；三是满足远端防控措施，

可有效降低前端疫情输入风险的国

家；四是境内外有复工复产需要、已同

我国建立“快捷通道”的国家。

此前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表示，“五个一”政策之后，国

际航班砍线至少超过

90%

， 预计“五

个一” 政策的执行时间还要取决于国

际疫情的发展情况， 业内估计可能要

持续到

10

月底，也可能采取分区分级

的形式，类似“五个二”、“五个三”，或从

疫情恢复较好的区域开始逐步放开。

三，奖优罚劣，实施航班奖励和熔

断措施。

在最新通知中， 除了备受关注的

航线开放问题， 民航局方面还重点部

署了相关防疫安排， 并创新型设计了

“熔断措施”，给予民众防疫“定心丸”。

另外，调整版“五个一”措施实施

4

周

后，将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综合评估，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研究后续增加航班

的可行性。

具体安排包括，民航局、外交部、

国家卫健委、海关总署、移民局等共同

建立专班机制， 以入境航班落地后旅

客核酸检测结果为依据， 对航班实施

熔断和奖励措施。

奖励措施方面， 航空公司同一航

线航班， 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旅客人数连续

3

周为零的， 可在航

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范围内增加

每周

1

班，最多达到每周

2

班。

熔断措施方， 航空公司同一航线

航班， 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旅客人数达到

5

个的， 暂停该公司该

航线运行

1

周；达到

10

个的，暂停该

公司该航线运行

4

周。 “熔断”的航班

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 “熔断”期

结束后， 航空公司方可恢复每周

1

班

航班计划。

根据以上安排，民航局将奖优罚劣，

若防疫不得力， 将分级别暂停该航司的

航班计划。 这也对航空公司严格筛查疫

情提出了高要求， 欧美航司的防疫水准

是否能达到我国的要求将面临考验。

美国限制中国航班政策

有望相应调整

美国交通部在北京时间

6

月

3

日晚

发布通知，若中方根据“五个一”政策来

限制美国航空公司的中美航线航班，美

方将于

6

月

16

日起禁止中方航空公司

的定期客运航班来往美国， 除非在这个

日期前采取了有效措施。具体来说，美国

交通部将驳回中国各航空公司提交的

6

月

16

日后定期航班备案。涉及中国国际

航空、首都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

南航空、厦门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

从美方发布的公文来看， 中美航运

矛盾的焦点是我国施行的 “五个一”政

策，该政策是为疫情防控，民航局要求从

3

月

29

日开始实施的“一家航空公司一

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一班” 的国际航班

政策。

通过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与航空

业人士的交流来看， 目前飞往中国的航

线被称为“下金蛋”航线，因为中国疫情

已基本得到控制， 且有大量需要飞往中

国的旅客。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感染新冠

病毒的风险小，且收益高，因此美国航空

公司都盯上这块“肥肉”想要分一杯羹。

今年

5

月， 美国的航空公司开始计

划恢复往返中国的定期客运服务。 美联

航和达美航空已宣布打算在

6

月初恢复

在各条路线上的定期客运服务， 并已向

中国民航提出申请。 但是由于“五个一”

政策要求以

3

月

12

日发布的国际航班

计划（即上文提到的“第

5

期”）为基准，

而美国各家航空公司在

2

月就已暂停所

有中美航班，因此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

始终未恢复航线。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在

6

月

4

日

早晨发布的调查报道《海外留学“疫”发

艰难

II

类机场应火线加开国际航班》中

分析，目前“五个一”政策仍将保留，但是

有望取消

312

时刻表的先决条件。

6

月

4

日上午， 民航局发布的公告

果然仍然坚持“五个一”政策，但是放开

了“第

5

期”这一先决条件。民航局称，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起， 所有未列入 “第

5

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公

司经营许可范围内， 选择

1

个具备接收

能力的口岸城市 （具体城市名单可在民

航局官网查询），每周运营

1

班国际客运

航线航班。

民航局

4

日公布的最新名单显示，

具备国际客运航班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

名单：北京、常州、成都、大连、福州、广

州、贵阳、哈尔滨、杭州、合肥、呼和浩特、

济南、昆明、兰州、南昌、南京、南宁、南

通、宁波、青岛、泉州、厦门、上海、深圳、

石家庄、太原、天津、温州、乌鲁木齐、无

锡、武汉、西安、延吉、长春、长沙、郑州、

重庆。

这意味着， 从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

不仅会增加， 接收口岸城市也不再局限

于“第

5

期”规定的城市，

II

类机场全部

在列，呼应了证券时报·

e

公司的调查报

道《海外留学“疫”发艰难

II

类机场应火

线加开国际航班》。

美国交通部昨天发布的文件表示，

目前拥有中美客运航线的中国航空有

4

家，但是美国航空公司一家都没有。我们

未来批准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数量，将

与中国政府批准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数

量相同。

目前，“第

5

期”的先决条件放开，这

意味着， 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线

均会陆续开放，也就是说，美国交通部在

6

月

3

日发布的中国航空限制政策，将

相应调整。 实际上，该先决条件放开后，

随之开放的也包括欧洲各航空公司，随

着各个国家对于转机的逐步放松， 将加

大旅客选择余地， 有助于滞留在海外的

中国公民回国。

此外， 就美国交通部在

6

月

3

日发

布中国航空限制政策，

6

月

4

日，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此前，中国民航局同美国运输部

一直就两国航班安排保持密切沟通，本

来已经取得了一些安排进展， 现在中方

也已宣布政策调整， 希望美方不要为解

决问题制造障碍。

互动平台地摊经济成热词

强蹭热点花样百出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地摊经济概念的炒作如火如

荼，即使周三晚间茂业商业、银都股

份、南宁百货、小商品城等近期连续

涨停的热门概念股集体发布风险提

示公告表示， 公司无相关项目或地

摊经济相关收入占整个营收比例很

小，不会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利润

增长产生实质或重大影响。

但这非但没浇灭投资者的炒作

热情， 地摊经济概念反而有扩散的

迹象，由最初的摊位、货品批发渠道

扩展到汽车、摩托载具，再拓展到啤

酒饮料等。

地摊经济成热词

概念股的大幅上涨， 令深交所

互动易上关于地摊经济的提问急速

增加。 据统计，截至周三收盘，之前

相关提问才

20

余条， 但至周四收

盘， 投资者关于地摊经济的问题骤

增至逾

300

条，

24

小时增加了

10

多

倍。 有部分公司产品确实能应用于

地摊经济，公司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浙江永强周三盘后表示， 地摊

经营方面， 可以考虑选择公司的直

杆伞

/

掉伞、 折叠棚

/

遮阳棚等系列

产品，包括金属材质的桌椅，均适合

用于户外场所。 周四浙江永强高开

高走秒涨停。

沃施股份也不甘落后， 周四表

示，公司的遮阳棚、遮雨棚、折叠伞、

产品展示柜、展示挂钩、户外桌椅等

户外家具产品可以应用于地摊商业

中。随着地摊经济的发展

,

公司相关

产品销量有望得到增长。

港股五菱汽车推出适合地摊经

济使用的翼开启售货车， 股价在周

三暴涨

53.27%

的基础上，周四再度

暴 涨

63.93%

，

2

日 合 计 上 涨 逾

151%

。 受此影响，互动平台上只要

生产与小型货车和零配件的公司几

乎被问了个遍。

国恩股份曾是口罩概念炒作中

的明星股，公司周四表示，国恩专用

车生产的厢式运输车， 内部空间平

整方正，便于摆放商品，空间利用率

高。 电推杆搭配阻尼弹簧和优质锁

盒，能够灵活进行侧板上翻，进行商

品展示，并且快速引流雨水，控制商

品的损毁风险。 国恩专用车能够根

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和调整，适

应不同地摊经济参与者的诉求。

钱江摩托也表示， 可用公司生

产的摩托车载着货物在集市上摆

摊，“如果您使用我们大排量摩托车

前去摆摊， 那您一定是摆摊界最靓

的仔！ ”

食品方面，得利斯表示，公司生

产的大部分肉制品及速冻调理产品

食用方便、烹饪便捷且营养、健康、

安全，适宜目前推行的地摊经济。海

欣食品也表示， 公司部分产品可应

用于麻辣烫、关东煮、串串、烧烤等

特色小吃，适宜地摊经济消费场景。

湘佳股份称， 部分产品尤其是调理

品，是可以适合作地摊烧烤的。

强蹭热点

上述公司产品还是与地摊经济

有关联，问题算正常。有些投资者的

问题则是强蹭热点。

钢琴使用场景通常是音乐厅、

星级酒店等场所， 很难想象它与地

摊经济有什么联系。 但仍有投资者

询问海伦钢琴对待地摊经济如何理

解？ 是否考虑利用这一模式促进相

关产品的销售？

国家对于药品销售是有严格管

理的，双鹭药业辅酶被限，销售渠道

受阻。有投资者建议，地摊经济柳暗

花明给辅酶指出了新的销售模式。

通过地摊能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

这款好药， 请公司管理层尽快拿出

实施方案。

永安药业也有投资者问， 公司

是否也在试水地摊经济？ 让牛磺酸

泡腾片既走入千家万户， 又解决部

分民生问题。

香山股份被问及， 随着地摊经

济的持续火爆， 贵公司的商用电子

秤产能是否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还有投资者问韶能股份， 公司

子公司广东绿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是不是生产纸餐具、纸盘、纸碗类产

品？ 请问公司有多少条纸餐具生产

线，去年年产量多少吨？另外国家最

近号召开展地摊经济， 请问公司纸

餐具有没有涨价的计划？ 韶能股份

表示，

2019

年公司生态纸餐具年产

能

4

万吨，主要出口国外，目前正在

拓展国内市场。截至目前，公司纸餐

具无涨价计划。

有投资者对东方财富、 同花顺

表示，最近地摊生意火热，建议公司

也可以搞个摆地摊现场开户， 抓住

地摊经济的历史机遇。

地摊概念涨不停

多家公司忙澄清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地摊经济连续多日刷屏， 多家

股价暴涨公司相继发布风险提示。

从各公司公告来看，主要为两类，要

么未涉及相关业务， 要么业务占营

收比例低。

继

6

月

3

日茂业商业、银都股

份、南宁百货、小商品城等一众获

热炒的地摊经济概念股发布风险

提示后，

6

月

4

日晚间，连续收获涨

停的迪马股份、香江控股等公司接

棒“澄清”。

迪马股份公告， 投资者对公司

是否涉及“地摊经济”产品较关注。

餐车仅是公司众多产品中的一种，

目前主要针对应急保障单位。 公司

还给出了一组精确的“地摊经济”业

务收入数据，即公司

2019

年度餐车

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仅为

0.066%

，预期不会对公司未来营业

收入、利润增长产生实质影响。

香江控股则表示， 近期市场传

闻公司涉及“地摊经济”，公司目前

未涉及该业务， 公司是专业从事城

市产业发展、 商贸流通及家居卖场

运营为主的综合性集团， 主营业务

未发生改变。

小康股份连续两日涨停，公司

6

月

4

日晚间公告， 除公司现有的

商用车业务外， 公司的专用仓栅、

翼展车前期销售数量较少，目前订

单量较少，对当期经营业绩影响很

小。 同时行业内市场竞争激烈，对

公司的市场和销售构成影响，存在

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地摊经

济”、“小店经济” 相关车型对公司

未来营业收入、利润增长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锦和商业连续两日涨停， 公司

6

月

4

日晚间公告， 近期注意到投

资者关注 “地摊经济” 对公司的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为城市老旧物业、

低效存量商用物业的定位设计、改

造、招商和运营管理。尽管公司相关

园区不定期的组织客户及其他商户

在园区公共场地举办“市集”活动，

但该项服务多为公益性服务， 对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影响很小，

2019

年因该项服务产生的场地租

赁收入为

6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

0.07%

。

连续

4

日涨停的银都股份再

发公告称，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将

公司报道为“地摊经济”概念相关

股，公司目前内销收入占营业收入

比重较低，且“地摊经济”相关终端

客户占国内销售额的比例较小、毛

利率较低，未来公司亦将坚持拓展

海外市场，公司判断不会对未来营

业收入、利润增长产生实质或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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