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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业亏损持续 三季度仅一家廉航盈利
伴随着秋冬的到来，各航司也纷纷交出了三季度的“成绩单”。截至11月1日，北京商
报记者经梳理发现，包括国航、东航、南航在内的多家航司三季度净利润均呈亏损状态，
仅春秋航空一家航司盈利。而面对疫情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各航司也都推出了各种自
救措施，这其中各项优惠政策以及“随心飞”“快乐飞”升级版产品纷纷亮相。有业内人士
分析认为，在疫情仍有散发且旅行受限制，叠加全球原油上涨的因素下，四季度各航司
情况可能依旧不是很乐观，如何根据市场情况调节也是各航司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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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计划

2021年10月31日至2022年3月26
日，中国民航将执行2021/2022年
冬春航季航班计划。
今年冬春航季，共有近200家国内
外航空公司计划安排客货航班每
周101658班。

国内（不含港澳台）
航线航班方面

各航空公司共计划安排国内客货运航班每周93017班，同比2020/2021年冬春航季增长7.2%

业绩继续亏损
2021年已过去三个季度，虽然相比上
年亏损有所收窄，不过各航司也只能强颜
欢笑。
近日，三大航相继发布了三季度业绩报
告，整体来看，几乎都处于亏损状态。具体来
看，根据中国国航发布的2021年三季度报告
显示，营业收入约197.94亿元，同比增长
5.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

35.36亿元，同比增长427.17%。
与此同时，东航的业绩也出现亏损。根据
中国东航三季度财报显示，中国东航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约177.91亿元，同比增 长
3.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
29.54亿元。
而作为三大航中净利润亏损最少的南方
航空，其业绩也不容乐观。财报显示，该航空
公司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269.19亿元，同
比增长2.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14.31亿元。

不仅如此，其他航司的情况也与三大航
不尽相同。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吉祥航空
三 季 度 净 亏 损 约 1.5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77.63%。
不过也有令人欣喜的。据悉，春秋航空几
乎成为业界为数不多盈利的航空公司。根据
春秋航空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约31.84亿元，同比增长14.4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49亿元，虽然同
比下降42.72%，但却盈利了。
在资深民航专家、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

院副教授綦琦看来，春秋、吉祥这两家航司
主要都是窄体机，窄体机盈利的能力要比宽
体机强，因此窄体机的占比更多，航司的压
力就会相应小很多。另外，国际航空客运仍
未恢复，所以国际占比较大的三大航的运力
就会受到较大的限制，相比以国内航线为主
的春秋和吉祥航空，三大航业绩下降的幅度
会更大。

升级“随心飞”回血
三季度业绩仍持续亏损，这也让各航司
不得不再次祭出“随心飞”升级版产品自救。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近日，春秋航空
“想飞就飞3.0”便开始发售。据悉，此次发
售分为单人版及亲子版，用户购买后可以
在有效期范围内不限次数地乘坐指定区域
进出港的春秋航空国内直达航班指定座位
出行。除此之外，春秋航空还推出了“双城
定制”套票，游客可选择指定城市往返。同
样推出3.0产品的还有南方航空。北京商报
记者了解到，南航推出的“畅游中国”共有
四种产品可选，分别为4日版、4+1版、4+2
版、畅行版。
另一边，山东航空也与飞猪进行合作，
把目光放到了“双11”上。据了解，山东航空
与飞猪联合首发了产品“魔豆”，每天中午12
点，山东航空随机更新200个可用航段，消费
者可在任意日期兑换当天或次日的机票。不
仅如此，“魔毯3.0”也是山东航空推出的另一
款产品，据悉，“山航魔毯3.0”售价3299元/
套，从今年11月至明年6月底不限出行次数，
国内航班任意选择（不含港澳台地区航班/
限经济舱）。
虽然从这些航司升级的产品来看，均较
之前有了很大改变，不过，这些新产品是否贴
合旅客们的心，也将会由市场进行“筛选”。
在业内人士看来，疫情的反复使民航业
一度陷入低谷，各航司便不断通过推陈出新、

对某些产品进行更新迭代的方式来吸引游
客，抢夺市场份额。

四季度难有转机
针对当前国内疫情零星散发的情况，有
业内人士指出，各航司在四季度的业绩也不
容乐观，希望各航司能够积极把握机遇，尽早
“拥抱”春天。
近日，民航局发布消息称，2021年10月31
日 -2022年 3月 26日 ， 中 国 民 航 将 执 行
2021/2022年冬春航季航班计划。今年冬春航
季，共有近200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安排客货航
班计划每周101658班。国内（不含港澳台）航
线航班方面，各航空公司共计划安排国内客
货运航班每周93017班，同比2020/2021年冬
春航季增长7.2%。
与此同时，国航等22家航空公司计划在
新增的国内51条航线上每周共安排704个航
班运营，主要涉及成都、重庆、长沙、丽江、迪
庆、哈尔滨、济南、武夷山、张家口等机场间的
航线。
在民航高级经济师王疆民看来，连续的
疫情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旅客出行的
意愿，如一些地区对疫情的防控，旅游人数
的减少，航班数量及客座率均有明显下降，
这是在航空市场运行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同时，随着油价的走高，也加大了航空运营
的成本，所以这是航司目前扭亏遇到的最大
问题。
“从目前的疫情变化来看，市场还不会出
现很大的转机。当然，对于抗击疫情，航司也
已经有一定的经验和方法，在接下来的运行
中也能发挥出效用。另外，民航局也会根据市
场情况与航司协商安排，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四季度是传统的淡季，但相信航司也能通过
积极的努力，在疫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尽量
转变不利因素。”王疆民还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吴其芸

半数净利下滑 游戏公司竞斗进入关键局
2020年由于宅经济兴起，游戏成为少数逆市增长的领头行业，凡是手
握优势产品的游戏厂商均获得了额外加速，但同时这一高基数也给如今
的游戏公司业绩进一步增长带来了挑战。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
至11月1日，包括完美世界、游族网络、凯撒文化在内的28家A股游戏上市
公司已陆续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
虽有超七成公司实现盈利，但近54%的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而在前
三季度，净利润同比缩水的公司占到五成，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公司也达
到四成，另有部分公司业绩仅保持微增或不增不减。在业内人士看来，近
段时间一方面是政策监管收紧，市场充满变局，另一方面游戏公司精品佳
作频出，竞争逐渐“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游戏公司该如何打出一场漂
亮仗？
同比下滑；另有部分公司业绩仅保持微增或
不增不减，如宝通科技在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超五成净利同比下滑
19.7亿元，同比涨幅仅为1.03%。
随着Q3财报季的到来，各大游戏上市公
可见，大部分公司在前三季度虽然实现
司再次受到各方瞩目。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 了盈利，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利润均出现了
全统计，截至11月1日，国内已有28家A股游 下滑。以富春股份为例，2021年前三季度，该
戏上市公司披露了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
公司实现营收4.01亿元，同比增长32.12%；归
整体而言，在三季度，实现盈利的公司共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14.2万元，
计21家，占比75%；其中，北纬科技、中青宝、 同比下降11.11%。富春股份对此说明，尽管自
盛讯达和盛天网络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 研产品《仙境传说RO：新世代的诞生》在前三
超过100%。此外，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的公 季度表现优异，净利润达到1.14亿元，但由于
司达到15家，包括冰川网络、电魂网络等从成 去年同期公司收到其他补偿款以及今年存在
立之初便布局游戏业务的公司。
的诉讼事项，归母净利润同比出现了下滑。
而在前三季度，虽有22家公司整体实现
下滑不只出现在第三季度。事实上，A股
盈利，但其中有1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缩水，占 游戏公司三甲在上半年集体失速，三七互娱、
比达到50%；营业收入方面，有四成公司营收 世纪华通的扣非净利润均腰斩，完美世界由

众多大IP产品陆续上线，无疑会分流抢占用
户和市场。

数读28家游戏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情况
2021年三季度
21家实现盈利

其中，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
15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其中，1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缩水，
占比达到50%；
营业收入方面，
四成公司营收同比下滑。

2021年前三季度
22家公司实现盈利

带来了挑战。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与中国
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1-6月中国
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游
戏用户规模接近6.67亿元，同比增长1.38%，
但增长率已连续两年出现下滑趋势。伴随着
“二八定律”带动激烈竞争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游戏用户规模将进
从数据来看，与以往季度相比，该季度游 入存量竞争阶段。
戏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表现并不算好。
在游戏行业观察者刘妍看来，游戏大厂
“这与该季度以来对游戏行业系列监管 在三季度的频频上新使得市场竞争逐渐白
额政策出台不无关系。”财经评论员张雪峰认 热化，或是令部分游戏公司盈利不佳的又一
为，政策限制虽不会对游戏产品的实际营收 原因。“ 一直以来，游戏行业也遵循着‘二八
造成太大压缩，但无论是日流水下降还是资 定律’，大公司的热门游戏占据了绝大多数
本退场，短期内对游戏行业均不利好。不过在 的市场，剩下的公司只能瓜分不到20%的市
游戏产业时评人张书乐看来，政策明确了未 场。”而《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原神》等热
来走向，从长远看对游戏公司将是一种利好。 门游戏长期霸榜，再加上《哈利波特：魔法觉
与此同时，游戏用户数量的日益饱和也 醒》《金铲铲之战》《斗罗大陆：魂师对决》等
于收入递延、产品结构优化以及疫情增幅效
应回落等原因，业绩缩水更严重，扣非净利润
下滑超96%。

多方布局觅发展新机
一方面是游戏市场变局丛生，一方面是
竞争不断加剧。对于大多数游戏公司来说，如
何破局谋得发展成为当前阶段不得不考虑的
问题。
张书乐表示：“打磨产品质量，推出精品
佳作是所有游戏公司必须下的一步棋。”不过
做精品离不开大量的研发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出海也成为近年来游戏
公司选择的发展方向之一，且游戏行业也盛
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出海，便出局”。多位行
业人士表示，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
出海将是游戏公司更好的出路，此前也有数
据证明了这一点。
据SensorTower发布的2021年9月全球
手游发行商收入榜Top100显示，中国厂商合
计吸金近25.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41.5%。
其中，米哈游的《原神》吸金高达3.4亿美元。
“与国内市场相比，广阔的海外市场如东南
亚、非洲、欧美等地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而
且游戏公司出海也有利于输出中国文化产
品。”张雪峰如是说。
刘妍则认为，从当前市场现状来看，游戏
泛娱乐化已成趋势，而随着5G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云游戏等产品的发展也将激发新的玩
家需求。“ 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热门
游戏往往都会往影视、动漫、周边等衍生产
品开发，从而拓展游戏产业链，延长一款游
戏的盈利寿命，这也是游戏公司未来可以发
力的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周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