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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线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调

 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调至不超过每客公里 0.002691
元：发改委、民航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关于建

立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2009]2879 号）的规定，将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之间执行的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调至最

高不超过每客公里 0.00002691 元（调整之前为最高不超过每客公里

0.00002818 元），同时燃油附加最高标准的其它计算方法与参数不变。 

 新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提高燃油附加费向上调整触发值：根据新的

0.00002691 元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我们重新测算了触发国内航线燃油

附加费调整的触发值，由于此次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为下调，因此必然提

高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向上调整的触发值。 

 新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不改变目前 50 元/90 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收费标准，但在油价上涨的背景下理论上对航空公司会具有不利的影响：

目前的国内航油综合采购成本为 6340 元，在调整后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

率下，800 公里以下及以上航段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最高标准也分别为 50
元/90 元，并不改变目前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但当国内航线

航油综合采购成本正好处在老标准之上而处在新标准之下时，按照调整之

前的燃油附加费单位收取率可以上调燃油附加费，而在调整之后的燃油附

加费单位收取率下则不能上调，对航空公司具有不利影响。 

 投资评级：维持行业“增持”的投资评级，我们维持年度策略观点，2011
年行业难有趋势性机会，但春节后随着油价的大幅上涨以及需求的低于预

期，主要航空股价格均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整，我们认为航空股可能在

酝酿一波反弹，要需要如下三个因素发生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变化：1、中

东局势所导致的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发生变化；2、2 月份以来需求

持续低于预期的情况有所改观；3、日本地震所导致的核辐射得到控制。

 风险因素：需求持续低于预期、油价持续大幅上涨、日本地震所导致的核

辐射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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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调 

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调至不超过每客公里 0.002691 元 

发改委、民航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关于建立民航国内航线

旅客运输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2879
号）的规定，将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之间执行的国内航线旅客运输

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调至最高不超过每客公里 0.00002691 元（调整之前为最高不超

过每客公里 0.00002818 元）。 

同时燃油附加最高标准的其它计算方法与参数不变，即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调整后，

燃油附加最高标准计算公式为： 
    800 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最高标准 
    =0.00002691×（国内航空煤油综合采购成本－4140）×800 
    800 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最高标准 
    =0.00002691×（国内航空煤油综合采购成本－4140）×1500 

新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提高燃油附加费向上调整触发值 

根据新的 0.00002691 元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我们重新测算了触发国内航线燃油附

加费调整的触发值，由于此次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为下调，因此必然提高了国内航线

燃油附加费向上调整的触发值，从这个角度而言，在理论上对航空公司会具有不利的

影响，因为当国内航线航油综合采购成本正好处在老标准之上而处在新标准之下时，

按照调整之前的燃油附加费单位收取率可以上调燃油附加费，而在调整之后的燃油附

加费单位收取率下则不能上调。 

表格 1：800 公里以下航段燃油附加费调整点 

 10 元 20 元 30 元 40 元 50 元 60 元 70 元 80 元 90 元 100 元

调整前 4370 4810 5250 5700 6140 6580 7030 7470 7920 8360 

调整后 4380 4840 5310 5770 6240 6700 7160 7630 8090 8560 

资料来源：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民用航空局 

 

表格 2：800 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调整点 

 10 元 20 元 30 元 40 元 50 元 60 元 70 元 80 元 90 元 100 元

调整前 4260 4500 4740 4970 5210 5450 5680 5920 6160 6390 

调整后 4270 4520 4760 5010 5260 5510 5760 6000 6250 6500 

资料来源：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民用航空局 

 

新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不改变目前 50/90 收费标准 

目前的国内航油综合采购成本为 6340 元，在调整前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下，800
公里以下及以上航段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最高标准分别为 50 元/90 元，在调整后的燃油

附加单位收取率下，800 公里以下及以上航段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最高标准也分别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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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90 元，并不改变目前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但当目前的国内航油综合

采购成本进一步上涨至 6390 元每吨后，如果按照调整前的燃油附加单位收取率，800
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最高可以到 100 元，但在调整后的燃油附加单位收

取率下，则并没有达到调整触发值。 

投资评级 

我们维持 2010 年年度策略报告《业绩处在向上寻顶进程中》的观点，行业在 2011 年

难有趋势性大机会，把握阶段性机会，维持行业“增持”的投资评级。 

春节后随着油价的大幅上涨以及需求的低于预期，主要航空股价格均经过了比较长时

间的调整，我们认为航空股可能在酝酿一波反弹，要需要如下三个因素发生有利于行

业发展的变化：1、中东局势所导致的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发生变化；2、2 月份

以来需求持续低于预期的情况有所改观；3、日本地震所导致的核辐射得到控制。 

风险提示 

需求持续低于预期、油价持续大幅上涨、日本地震所导致的核辐射愈演愈烈。 



 

 

华泰联合证券评级标准： 

时间段        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基准市场指数  沪深 300（以下简称基准） 

股票评级 

买  入     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增  持     股价超越基准 10%-20% 

中  性     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10% 之间 

减  持     股价弱于基准 10%-20% 

卖  出     股价弱于基准 20%以上 

行业评级 

增  持     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中  性     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减  持     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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