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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運輸業無起色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公布10月全球航空運輸數

據，數據顯示，客運需求同比增長2.8%，但環比卻下跌
0.5%。而貨運需求同比下跌3.5%，環比下跌2.2%。客運
運力同比增長2.3%，載客率增長0.4個百分點至78.8%。
貨運方面，載貨率下降0.6個百分點至46.1%。

本報記者 林靜文

此次推介會湖北共帶來100多個重大項目，涉及電子信息、汽車
及零部件、船舶等現代製造業，食品、紡織等消費品加工業，新能源
、新材料、環保、軟件開發等新興產業，以及物流、旅遊、房地產開
發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行業。現場簽約除武漢市的鋰電池研發
生產基地、文化旅遊體驗區等項目外，湖北的十六個市州也拿下如金
融城、華中數據中心、深圳工業園等大單。

湖北省長王國生指出，湖北省歷來高度重視與廣東（珠三角地區
）建立和發展長期、廣泛的合作關係，堅持把廣東（珠三角地區）作
為該省擴大對外開放的重點區域，不斷深化雙方互融互促，努力拓展
經貿交流合作領域。

目前，廣東（珠三角地區）是湖北省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
的主要來源地。鄂粵在製造業、資源開發、金融保險、商貿物流、旅
遊業、節能環保等多領域開展合作。今年1-10月，廣東客商到湖北
新投資項目 417 個，實際到資 966 億元，居湖北引進省外資金的首
位。

王國生表示，鄂粵兩地雖分屬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但武廣高鐵
猶如一道彩虹，串起了中國最具活力的珠江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將
湖北、廣東兩省推向了高鐵時代。我們在享受高鐵帶來快捷方便的同
時，期待着雙方經貿合作進入到高速推進的快車道。

未來五年，湖北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突破 10 萬億元。產業加速
成長，投資規模擴大，必將為海內外客商在湖北開創事業、成就未來
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商機。

四大優勢互補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肖志恆致辭說，鄂粵合作歷史悠久，前景廣闊

。他認為雙方在四大方面具有明顯的互補優勢。
湖北具有豐富的人力、科教優勢，而廣東的製造業發達，廣東企

業可以把湖北的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產品。
其次湖北有很多的大國企可以和廣東的外企、民企之間聯繫、互

補。湖北是新中國建立後的大工業基地之一，當前有三大鋼鐵企業之
一的武鋼，三大汽車製造企業之一的東風……廣東成長了大批民企，
現在正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湖北是首選之地。

肖志恆說，湖北具有巨大的潛在市場，同時是九省通衢，交通便
利，具有很強的輻射力。廣東則有規模宏大工業產值的優勢，但僅有
出口和在廣東省內消化不了如此多的產品，需要湖北大市場。

同時，兩省更有旅遊資源優勢。湖北有著名的三峽和千年黃鶴樓
，廣東有金色的沙灘和藍色的海岸線；湖北有神農架，廣東有丹霞地
質公園；高鐵開通使得兩省聯繫更緊密。 「到湖北吃晚飯，當晚還能
回來」。

肖志恆並感謝改革開放這些年湖北對廣東進行的大量人力支援和
智力支持。 「我們堅信，兩省合作明天會更美好」。

美企看好兩地
出席推介會的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帶來美國商會2012

年對華南地區企業運營狀況調查研究數據：76%的受訪企業認為華南
地區的營商環境 「好」 「非常好」或 「優異」；大部分在華南地區經
營兩年及以上的美商會企業已經實現贏利，同時會員企業在華南地區
的盈利率高於其他地區。

該調查顯示，美商會會員企業在2012年的再投資預算超過160億
美元，該預算將用於擴大經營及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哈利．賽亞丁指出，這些數據表明對於所有企業，尤其是以為中
國國內市場提供產品及服務為目標的企業來說，華南地區及湖北省絕
對是投資福地的代表。

2012湖北—廣東（珠三角地區）投資推介會11月
30日在廣州舉行。現場23個項目簽約，涉及新能源、
旅遊、金融、科技、物流、食品、服務外包等領域。值
得注意的是，除了傳統引資大戶武漢市外，湖北其他市
縣亦紛紛發力，全面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成為各方投資
熱地。

本報記者：李曉波 廣州報道

部分重點簽約項目
武漢光谷 丹邦科技集團 丹邦鋰電池研發生產基地

武漢漢陽區 深圳華強集團 武漢月湖華強文化旅遊體驗區

襄陽谷城縣 佛山豪雅陶瓷有限公司 陶瓷微晶玻璃板項目

襄陽樊城區 深圳富德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生命人壽保險金融城

宜昌高新區 歐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電動設備製造示範產業園

黃石陽新縣 廣東惠州僑興集團有限公司 鍇峰國際石材城

荊州石首市 廣州新綠投資有限公司 中山大學石首科技企業孵化器

鄂州葛店開發區 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世紀互聯華中數據中心

鄂州華容區 中國金屬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金華中金屬資源再生物流園

孝感漢川市 香港德成控股集團 華中食品產業園

十堰茅箭區 東莞易方鑫達汽車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工業園

恩施來鳳縣 中森華投資集團公司 土家情生態文化旅遊綜合開發

咸寧經濟開發區 福人金身藥業有限公司 福人藥業工業園

武漢光谷 軟通動力集團 華為軟通外包合資項目

潛江市 珠海中珠集團 園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深化合作深化合作 鄂粵漸入快車道鄂粵漸入快車道

▲推介會後湖北省長王國生（中）被客商 「包圍」

▲推介會吸引了數百名嘉賓參與

IATA理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湯彥麟表示，全球貿易量下跌，加上商業
信心疲軟，影響航空旅遊需求的增長。此外，颱風 「桑迪」來臨，進一步
影響美國國內和北大西洋的旅遊業發展，震撼全球。

他續說，航空公司透過限制客運運力增長，應對低迷的客運需求，保
證了載客率平穩發展。但貨運量下跌的速度超過了業界的能力所及。

國際客運市場方面，10月客運需求同比增長3.2%，但環比減少0.2%
。國際客運運力同比增長 2.2%，而載客率也同比上升 0.8 個百分點至
78.3%。其中，歐洲地區的航空公司國際航線同比錄得2.6%的增長，儘管
環比增幅減少，但仍是上月各區域航空公司錄得最高增幅的地區。該區域
載客率為80.9%。

至於北美區航空公司表現，國際航線客運量同比微增0.2%，較9月錄
得同比2.2%的增幅大幅回落，反映颱風對該區域的影響。期內，由於客
運運力減少2.2%，使載客率增長2個百分點至82.2%。長途運輸市場的激
烈競爭還壓抑亞太區航空公司的需求增長，並減少國際航線的運力，該區
航空公司的客運量微增1.4%。

反觀航空公司於國內客運市場表現，今年10月，全球航空公司於國
內航空市場的客運量平均增長2.1%。分析指出，歐美經濟不景氣，今年
國內航空市場的增長放緩，加上受到 「桑迪」的影響，嚴重影響美國國內
航空運輸業。此外，中國和巴西卻錄得強勁增長，與印度、日本和美國等
國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國內客量跌0.7%
數據顯示，美國國內客運量同比下跌0.7%，客運運力也下跌1.1%。

IATA認為，有三分之二的乘客受到 「桑迪」影響，減少出行，需求較9
月下跌1.1%。而日本國內客運量則微跌0.5%，該國國內市場仍未從去年
地震中復蘇，載客率僅為66.8%，低於其他主要市場。印度國內航空市場
跌勢最大，客運量錄得12.4%的跌幅。反映經濟疲軟，該國航空公司正在
苦苦掙扎。期內，客運運力減少7.3%，載客率下跌4.1個百分點至70.1%。

另一方面，中國及巴西國內航空市場客運量回升，同比分別增長
7.5%和9.8%。中國航空公司於期內增長11%的客運運力，惟載客率同比下
跌2.6個百分點至80.6%，但仍高於其他主要國家。而巴西載客率則增長6
個百分點至73.2%。

至於10月全球航空貨運市場需求則較去年同期下跌3.5%，主要反映
在亞太地區，而中東的航空公司則錄得強勁增長。期內，全球航空公司削
減0.9%的貨運運力投入，可惜此舉並不能抵銷貨運需求的減少，載貨率
依然處於較低水平。

亞太區貨運需求減6.8%
其中，亞太區貨運運力下跌4.6%，不能抵銷貨運需求6.8%的跌幅。

期內，全球有三分之二的航空貨運量跌幅是來自該區域，原因是全球經濟
低迷，出口量不斷下跌。至於北美方面，航空需求和運力投放分別下跌
5.3%和5.4%，大致相若。歐洲航空貨運需求也下跌了4.3%，但貨運運力
卻僅僅減少了1.7%。

颱風 「桑迪」於10月底橫掃美國東海
岸，對全球航空業造成一場災難，數據顯
示，在影響最大的 5 個機場（肯尼迪、紐
瓦克、迪亞、杜勒斯和費城）中，有近1.7
萬班航班被取消。在 10 月 29 日 「桑迪」
影響全球航空市場最大的日子裡，有近8%
至 9%的全球運力停飛，相當於 16 億美元
可用座／公里。

保守估計，除去由於停飛而儲存的燃
油和乘客保險等費用，全球航空收入損失
仍然高達5億美元。IATA理事長兼首席執
行官湯彥麟表示， 「桑迪」帶來的人員傷

亡在我們心中仍是最痛的，它同時在航空
業最難以承受之際再帶來5億美元的損失。

「桑迪」還使得全球大量會議推遲甚
至取消、延遲出貨並中斷供應鏈，影響了
很多人的正常生活。數以千計的航班被取
消造成的混亂，顯示了航空業對世界連接
的重要性。

此外，航空運輸業為全球提供了超過
5700 萬人次的就業機會，並產生了 2.2 萬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湯彥麟強調，一個順
利運轉的航空業是現代生活的關鍵組成部
分，視為理所當然的。

桑迪累航空業損失5億美元
【本報記者宋少鐸福州三十日電】歷時 1152 天，向莆

鐵路於11月29日順利實現全線鋪通目標，標誌着向莆鐵路
建設取得關鍵性進展。之後，將轉入站後房建、 「四電」工
程等建設項目，確保明年按時按質順利開通運營。

作為國家 「十一五」重點工程之一的向莆鐵路，西起江
西南昌向塘鎮，東至福建湄洲灣畔的莆田市，是連接閩贛兩
省第一條設計時速200公里，客貨共線的山區快速鐵路。線
路設計全長 635.861 公里，項目總投資可研批覆 518 億元，
於2008年10月1日開工建設，一路穿越閩贛兩省的撫州、
南城、南豐、建寧、泰寧、將樂、沙縣、尤溪、永泰等縣市
。該線的建成將極大推進海西建設，是實施 「山海協作、對
內連接、對外開放」戰略決策的一條重要 「鋼鐵動脈」。

【本報記者張玲貴陽三十日電】記者從貴州
省公路局獲悉：到今年底，貴州省將實現 100%
的建制村通公路、100%的鄉鎮通瀝青或水泥路
兩個 「雙百目標」。

貴州省確定了在2012年建成通鄉油路480公
里，建成通村公路4693公里，以確保14個鄉鎮
通瀝青水泥路和120個建制村通公路，實現全省
公路建設 「雙百目標」。截至 10 月底，全省通
村公路已全部完工，通鄉油路工程預計到年底能
全部完工。

在建設過程中，貴州省公路局實行 「月督查
」制度，每月對通鄉油路進行現場督查，實行項
目跟蹤，並幫助協調解決相關問題。在建設農村
公路過程中，尊重民意，聚集民力，對涉及公路
佔地、房屋拆遷、養護管理等問題，積極採取
「一事一議」辦法協調解決，以保障群眾的知情

權、監督權、參與權，使農村公路建設得以順利
開展。

貴州省公路局局長章征宇說，全省實現
100%的建制村通公路，100%的鄉鎮通瀝青或水
泥路，對農村公路沿線的特色種養業、農產品深
加工、客貨運輸、勞務輸出、特色旅遊等產業蓬
勃發展大有好處， 「以路帶城、以路興鎮」成為
推動小城鎮發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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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莆鐵路明年通車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三十日電】大連海事大學船舶導航
系統國家工程研究中心近日通過國家發改委等多部門聯合驗
收。該中心將針對船舶運輸安全、節能、環保等技術領域，
在船舶智能導航裝備、海事信息處理及控制系統、信息服務
三個層面協同攻關。截至目前，工程研究中心已擁有船舶通
信導航及船舶電子信息領域發明專利32項。

目前，該中心研製的船載智能導航儀已投放市場，具有
導航定位、信息傳輸、AIS及雷達目標顯示等多種功能。國
際標準電子海圖應用平台填補國內空白，處於國內領先地位
，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船舶電子海圖綜合導航系統已經在中
遠集團、中海集團近百條大中型商船得到應用；VTS船舶交
通管理信息子系統在原船舶交通管理信息系統的基礎上，新
加入了GIS信息庫和專家知識庫，具有了管理水域交通形勢
分析評價、船舶航行危險預測、緊急事故處理計算機輔助決
策等功能。其中基於公網的船舶自動識別技術通過交通部鑒
定已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

大連海大建船舶導航中心

▲航空公司透過限制客運運力增長，應對低
迷的客運需求，載客率平穩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