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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首季櫃量561萬箱增2.7%
保持全球貨櫃港第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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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首季客貨運及航班升降表現

項目
數量

客運量

貨運量

航班量

吞吐數量

701.7萬人次

37.8萬噸

16533航班

變幅

+9%

-10.5%

+7.3%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六日電】全球知名
航空信息和分析服務提供商 UBM Aviation
旗下機構 OAG，日前發布航空業報告指出，
根據最新的航班時間表數據庫，4月份全球航
空公司運營的航班較上年同期增長 1%，使當
月定期航班總數達 255.35 萬架次，總計提供
3.28 億個機上座位，亦較上年同期增長 3%。
至此，全球航空運力已經持續增長達十一個月。

4月份的頻率和運力趨勢統計表明，全球
航空業的局勢依然令人鼓舞，但各地區在業績
趨勢上有較大差異。其中，歐洲和北美市場的
運力，較亞洲、中東、拉美市場依然不景氣。

OAG 執行副總裁格蘭特表示，如果中國
的航空旅行傾向接近歐洲和美國的水平，那麼
中國航空旅遊市場規模，就有可能較目前高出
10 倍。如果可以滿足基礎設施增長的需求，
中國航空市場規模，未來可能達到美國航空旅
行市場的4倍以上。

一系列數據表明，中國的航空趨勢和經濟
發展模式，都將助北京繼續爭奪全球第一機場
的稱號，今年亞特蘭大機場在連續 15 年蟬聯
冠軍後不敵北京。北京機場有望在未來十二個
月取得第一大機場地位。

報告指出，隨着中國正在恢復其全球頂級
經濟體之一的歷史性地位，不斷發展的航空基
礎設施，亦滿足地位不斷提升的國民需求。而
伴隨着航空公司乘客需求增長的，還有中國機
場不斷發展。中國共有 20 個主要城市的人口
超過 300 萬，美國只有 2 個城市超過 300 萬，
想要滿足中國公眾遠未滿足的出行需求，過去
十年裡機場領域取得的增長，看來還要再持續
一段時間。

這一過程中，北京引領着中國航空業發展
前景，儘管北京準備在今年從亞特蘭大手中奪
得第一大機場地位，但是其發展進程才剛剛開
始，到 2015 年末，北京將成為全世界最繁忙
的航空樞紐。

對此，OAG 亞洲區副總裁哈代分析，對
於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航空業來說，要滿
足預期 10 倍的需求增長，預計未來十年中國
機場的增長將是驚人的。而最好的證明，莫過
於北京將建設一個新的大型機場，規劃設計9
條跑道，年旅客吞吐量預計達2億人次。

國泰航空昨天公布與港龍航空合併結算的3月份
客、貨運量。數據顯示，3月份客運量增幅高於運力
增幅，但貨物及郵件的運量則較去年同期下降。

兩公司 3 月份客運量是 238.88 萬人次，同比升
10.6%，運載率為79.4%，上升2.5個百分點。可用座
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是 1119 萬千位，則上升 8.2%。
今年首季客運量報 701.7 萬人次，同比升 9%。運力
3298萬千米，同比升8.6%。

當月貨運量合共14.414萬噸，與去年同期比較減
少10.7%，運載率為68.3%，下跌2.7個百分點。以可

用貨物及郵件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減少 2.9%，而運
載的貨物及郵件噸千米數跌幅為 6.7%。今年首季貨
運量37.82萬噸，下跌10.5%，而運力則削減2.1%。

國泰收益管理總經理唐偉邦表示，3月份整體客
運數字理想，但由於去年同期發生日本地震及海嘯，
令同月比較的數據有所偏差。目前該公司最關注的，
是在經濟不明朗及市場競爭的雙重影響下，收益率受
壓的情況在經濟、商務及頭等艙越趨明顯的問題。

國泰貨運營業及市務總經理韋靖表示，3月份是
今年貨運業務表現最理想的月份，主要受惠由內地出

口高科技消費產品至各地主要市場的大額貨運訂單，
加上國泰及競爭對手均下調了運力。然而，整體空運
市場仍然疲弱，尤以出口歐洲市場為甚。在市場前景
不明朗，及需求方面仍未有持續上升的迹象下，預期
4月份的業務更為偏軟，如有需要會繼續下調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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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3月客量升10.6%

綜觀首季本港港口表現，佔總貨量七成以上的葵
青港區貨櫃量為427.7萬箱，升4.6%。中流作業，公
眾卸貨區和內河運輸貨量受累於1月農曆新年珠三角
經濟腹地製造業停止生產，跌2.8%，報133.8萬箱。
單看3月，葵青港區貨櫃量升6.5%，至151萬箱，中
流作業，公眾卸貨區和內河運輸貨量升 9.1%，報 46
萬箱。

據港口發展局的統計，3月份葵青港區出口箱錄
得75.2萬箱，入口箱是75.8萬箱，合共151萬箱，同
比分別升 6.6%、6.4%和 6.5%，頗為平均。整體而言
，重箱出口箱多於入口箱，而吉箱恰好相反，入口箱
較出口箱多，反映香港本土流動吉箱儲存能力弱，外
調吉箱多，與珠三角製造業及外貿情況相若。整體重
箱是 134.6 萬箱，同比升 8%，但吉箱卻跌 4.3%，至
16.4 萬箱。而今年首季，葵青港區出口箱 213.6 萬箱
，同比升4.5%，入口箱214.2萬箱，升4.8%。

新加坡首季箱量稱冠
全球第一大貨櫃港新加坡港首季錄得753.69萬箱

，同比增長 6.64%。3 月箱量報 264.87 萬箱，同比升
5.77%，增長放緩。今年第一季度，排名第四的深圳
港錄得510萬箱，同比升1.3%，其中1、2月份333.51
萬箱，下降1.25%，3月份當月櫃量176.6萬箱，同比
升6.53%，其中重箱增長4.11%，吉箱下降6.58%。

排名第二的上海港首季錄得753.5萬箱，同比升
3.5%，與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港僅差 1900 箱，差距縮
小。3 月報 272.9 萬箱，同比升 3.4%。上港集團去年
首季完成的櫃量，同比增幅為12.3%，可以看出，今
年首季的櫃量儘管繼續增長，但增幅放緩。

上海首季箱量升3.5%
據上港集團的歷史資料，自 2007 年以來，第一

季度的貨櫃量都呈現波動格局，可能與春節期間港航
業的運營狀態有關，其間進出口貨主及船公司放慢了
運營節奏。交通部上海組合港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早前
曾預計， 「上海港貨櫃量今年有望完成 3300 萬箱，

仍將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
再看美國西岸港口表現，西岸第一大港洛杉磯港

貨量報65萬箱，同比升8.27%。其中重箱是51.3萬箱
，升 4.7%。入口重箱 32.47 萬箱，升 9.34%，出口重
箱18.81萬箱，跌2.43%。吉箱13.75萬箱，升23.99%。

長灘港 3 月港口貨櫃量處理 46.16 萬箱，同比增
長12%，其中入口箱同比增長18.3%，報22.6萬箱。
出口箱同比增長 10%，報 14.48 萬箱。頭 2 月受累於
中國農曆年，表現平淡，貨量於3月反彈，首季處理
貨櫃量輕微下跌 2.9%。分析師保守估計，今年貿易
額呈輕微增長。

馬士基第二代繼承人逝世

丹麥富商、全球最大班輪船公司A.P.莫勒─馬士
基航運集團第二代繼承人─馬士基．麥堅尼．莫勒昨
日在哥本哈根寓所逝世，終年98歲。

馬士基．麥堅尼的女兒安妮．馬士基．麥堅尼．
烏格拉在集團網站上公布父親死訊的聲明中表示，她
代表家人，對關心父親的所有親朋戚友，以最沉痛的
心情宣布，馬士基．麥堅尼．莫勒已逝世。馬士基．
麥堅尼沒有兒子，只有三名女兒， 「我和我的姐妹已
失去了父親、祖父、曾祖父，他在家庭和商界中從不
言敗。」他的大女如此評價父親。

馬士基．麥堅尼是全球班輪運輸業最老年齡的一
位航商。日前，還出席集團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股東大
會。他在擔任 A.P.莫勒─馬士基集團主席長達 38 年
後，於 2003 年辭去該職位，但未有正式退休，仍然
關心這個家族的事業。他是在 1965 年從父親阿諾德
．彼得．莫勒手上接過這家公司，成為第二代繼承者
，而其父親是在 1904 年以一艘二手蒸氣船起家，創
辦這家公司。至今已有108年悠久時間。

馬士基．麥堅尼一手將事業發揮光大，並建立現
代化管理企業。至去年為止，集團營業收入是六百億
美元，相等於丹麥國內生產總值（GDP）近二成。
在130多個國家與地區僱用了10.8萬員工。馬士基．
麥堅尼身材瘦削、高大、喜歡穿三件套的西裝，很少
接受傳媒專訪，並要求公司的信息流通不可超出辦公
室之外。

丹麥一位記者 Jan Cortzen曾經在 1998 年為馬士

基．麥堅尼寫過一本自傳式書，名 「莫勒的神話」。
他曾經這樣形容自己： 「我希望你理解我獨特的傾向
，或許有人被觀測到奇特的一面。」

馬士基．麥堅尼是丹麥企業界最豪爽和有遠見之
人，與生意無關的公共工程項目一樣慷慨解襄，他曾
捐資 25 億丹麥克朗（4.38 億美元），興建了哥本哈
根歌劇院，在2005年1月開幕。2010年8月份，他在
丹麥一份當地財富調查中，錄得個人財富估計在 83
億丹麥克朗，其家族控制的資產總值在 1254 億丹麥
克朗。

自行六層高樓梯返辦公室
集團現任主席拉斯莫森昨日在一封電郵中表示，

「麥堅尼．莫勒每周堅持返回哥本哈根Esplanaden公
司總部，並堅持完成行走六層高的樓梯，與他會面，
聽取公司業務，並在需要時發表他的意見和看法。」

A.P.莫勒─馬士基集團的眾多業務項目中，最為
人津津樂道的是集箱班輪運輸，運力可承運全球15%
製造業商品。2008 年首次錄得班輪運輸經營虧損，
原因是行業競爭白熱化和運費壓力。該集團去年純利
下跌了36%，其中班輪運輸虧損最大，但今年在多次
提高運費和削減運力，調整了需求。

馬士基．麥堅尼的妻子埃瑪是在 2005 年去世，
而公司第一艘萬箱船，是以他的妻子埃瑪來命名的。
在長達 65 年的婚姻中，共有三名女兒。目前，他的
兩名外孫已於2004年加入集團工作。

世界四大港口櫃量
（單位：萬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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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公司日前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儀式，慶祝新一代波
音737客機產量達到4000架，並將交付中國南方航空
公司 新華社

▶馬士基．麥堅尼．莫勒日前以98高齡出席公司
股東大會。他一直未正式退休，堅持每周視察業
務 美聯社

▲馬士基．麥堅尼．莫勒在七十年代拍攝的黑
白照片

◀本港3月
貨櫃量上升
7.1%

香港港口發展局昨日公布首季及3月
份港口數字，首季全港貨櫃吞吐量共錄得
561.6萬箱，同比升2.7%，反映繼1月傳
統春節貨量季節性下跌後，在2、3月逐漸
恢復常態。今年3月貨櫃量報197萬箱，
同比升7.1%，中流作業、公眾卸貨區和內
河運輸貨櫃量單月跌幅縮小，預期下月跌
幅將會進一步縮小。本港仍保持全球十大
貨櫃港口之第三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