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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龍全面停飛 航權須還政府
2020年10月22日（星期四）

公共資產不能自行轉讓 專家倡引新經營者破壟斷

有 35 年歷史的國泰港龍即日起停運，該公司原有的逾 40 條航線成為最珍貴

■國泰擬尋求政府批准將國泰港龍逾 40 航線
轉交國泰及香港快運。
轉交國泰及香港快運
。
新華社

的「剩餘價值」，國泰航空表示擬尋求特區政府批准，將其航線轉交國泰及旗
下的香港快運營運。運輸及房屋局表明，國泰港龍全面停飛後，必須將航權交
還政府，不能自行轉讓予其他公司，政府會按既定機制作出分配。有航空專家
及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航權是公共資產不能自行轉讓，
而且目前僅得三家本地航空公司有權申請使用有關航權，缺乏競爭，建議引入
新經營者打破壟斷，使行業有更健康的發展。

國泰航空以及旗下國泰港龍及香港快運等航空公司，
在全球一共有 119 個直航航點，若加上聯營航班共

255 個，組成一個龐大的航運網絡，是國泰集團最大的航
空優勢。其中，國泰港龍主力發展內地、台灣及亞洲航
線，停飛前營運的航點 46 個，當中內地航點涵蓋 20 多個
城市，相比之下，國泰則只有 4 個航點，分別是北京、成
都、上海及廈門。
這些航點得來不易，國泰集團昨日發出公告指，擬尋求
監管機構即政府批准，由國泰及旗下全資附屬公司香港快
運，營運原本由國泰港龍擁有的大部分航線。

航權收回後 當局再分配

權，故政府的選擇不多。

憂出現
「航權流失」
他認為，無論任何行業均應存在
競爭，引入更多競爭，讓更多經營
者進入市場，才會令原有營運者不
會因循及故步自封，消費者可從中
獲益，行業亦可有更健康的發展。
羅祥國還指出，航權是政府與政府
之間的雙邊協定，除了要過香港特區
政府一關，也要目的地政府批准，過
程中或有可能出現航權流失，「航權
是兩地政府簽訂的協議，難以隨時推
翻，但另一地區政府亦可以因為不滿
新接手的經營者，以飛行安全為由，
拒絕批准航權易主，國際上亦有實
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同意
「有競爭才會有進步」，有新經營
者加入，可令整個市場出現新氣象，在競
爭中互相提升服務水平，票價方面亦有調整
空間，市民出行可有多一個選擇。新公司加入
亦可令行內從業員有更多就業機會，並吸納被
裁減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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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削減 8,500 個職位並停運
國泰港龍，
國泰港龍
，有利日後復甦
有利日後復甦。
。
中新社

轉乘其他國泰航班，保障消費者權益。
根據機管局網站，昨日共 12 班原定抵港及離港的國泰
港龍航班疑因受停運影響需要取消，主要是往來香港及
北京、廣州、成都、上海和福州的航班。
國泰航空表示，會就所有持有國泰港龍航空或國泰航
空（包含國泰港龍航段）機票的乘客作出妥善安排，將
根據機票行程，提供機票尚未使用部分的退款或安排轉
乘國泰航空(CX)其他航班。當中往返北京、上海、台北
或峇里島的乘客，會安排轉乘由國泰航空營運的航班 (乘
搭國泰港龍往返上海浦東/虹橋機場的乘客會獲安排轉乘
國泰航空的上海浦東航班)。
所有通過國泰航空網站或環球客戶聯絡中心預訂機
票的乘客，將收到新航班安排的訊息，乘客亦可選
擇退款，或轉為國泰信用額作預訂新旅程之用。至
於經旅行社預訂機票的乘客，則須直接與相關旅
行社聯絡。
消委會發言人關注停運對消費者的影響，認
為國泰有必要即時主動聯絡未來幾天出發的受影
響乘客，作出適當的安排，以免對消費者造成不
便。
■港龍航空停運
港龍航空停運，
，有 12
12班航班取消
班航班取消。
。受影響乘客將獲
退款或轉成為信用額。
退款或轉成為信用額
。圖為國泰港龍客機
圖為國泰港龍客機。
。
資料圖片

港龍黯然離場「灣航」
躍躍欲試
乎相關人才是否合適，又指暫沒有打
算聘請內地人來港。
黃楚標 2002 年在珠海成立「東海
航空有限公司」，2004 年將基地遷至
深圳，2006 年 9 月 19 日首航。2010
年 5 月時，黃楚標在港註冊「東海航
空有限公司」，其後 3 度易名，去年
1 月改名為「東海航空（香港）有限
公司」，至去年底再改為「香港紫荊
航空有限公司」。去年 7 月，黃楚標
又成立「大灣區航空有限公司」。根
據該公司發展計劃，最快明年 2 月至
3 月對第一架飛機進行認證，年底前
增至5架飛機，2025年達3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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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航班取消 可轉國泰信用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
國泰港龍黯然離場，但在疫情肆虐
下，香港航空業亦有人吼。東海航空
董事長黃楚標成立的「大灣區航
空」，正向香港民航處申請航空營運
人許可證。黃楚標回覆香港傳媒查詢
時表示，有意在香港招聘航空業人
才，包括機組人員、地勤、維修、財
務等不同範疇，並期望「大灣區航
空」明年第一至第二季可啟航，主要
往返香港與東南亞及內地二線城市，
營運初期僅需數百人手。
對於國泰裁員，「大灣區航空」會
否吸納有關人手？黃楚標表示，要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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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港龍航空即日起停
運，昨日有 12 班抵港及由香港起飛的港龍航班取消。部
分受影響乘客未來七天將收到航空公司的訊息，安排將
機票的未使用部分退款，或轉成為國泰信用額作預訂新
旅程之用。若經旅行社預訂機票，則
須向旅行社商討善後安排。消委會認
為，國泰應主動聯絡受影響
乘客，安排退
款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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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航空
大灣區航空」
」創辦人黃楚標同時擔任深圳東海航空董事
長。圖為深圳東海航空空乘人員服務乘客
圖為深圳東海航空空乘人員服務乘客。
。
資料圖片

重組僅「吊命」 疫情是關鍵

運輸及房屋局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航權是政
府與政府之間簽訂的雙邊民用航空運輸協定下，賦予各自
地區/國家的本地註冊航空公司可經營連接兩地的航點、
航線及有關的班次與運力等之權利。
運房局強調，在香港註冊航空公司所使用的航權，屬政
府所有，是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重要公共資源。本地
註冊航空公司除需取得政府分配的航權外，亦需向擬營辦
航線所涉及的其他有關當局申請所需許可。
運房局表明，國泰港龍全面停飛後，必須將航權交還
政府，不能自行轉讓予其他公司。政府收回國泰港龍的
航權後，本地航空公司可向該局申請使用有關航權，並
由該局根據既定機制分配。過程中，其他相關本地航空
公司可就有關申請提供意見。
運房局並強調，綜合所收集意見後，會根據既定指引
處理申請，考慮包括鼓勵良性競爭、是否對香港作為國
際航空樞紐地位有利、香港航空業的整體發展等因素，
以決定如何分配。該局知悉國泰集團有意申請國泰港龍
需交還的航權，該局在收到集團提交進一步資料後，會
根據既定機制處理。
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級顧問羅祥國向香港文匯報
解釋，政府在重新分配航權時，會考慮申請者的財力、經驗
及營運計劃等。惟目前本港僅餘國泰本身及其旗下香港快
運，以及香港航空三家本地航空公司，合資格申請該些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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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國泰（0293）削減
8,500 個職位並停運國泰港龍，重組開支料達 22 億元，
冀 2021 年起每月省約 5 億元開支，相等於將每月燒錢降
至10億至15億元。市場仍憧憬重組可令國泰減省開支，
有利日後復甦，有券商更認為國泰最壞情況已過，而消
息刺激其股價曾升 6.6%至 6.1 元，收市升 2.3%，報 5.85
元。
國泰航空行政總裁鄧健榮指疫情帶來沉重打擊，國泰
以往通常每日載客近 10 萬人次，但今年 9 月每日客量只
約1,500人次，前景極不明朗，須作根本性的重組。

國泰股價曾升 6.6%

重組消息刺激國泰股價昨日曾升 6.6%至 6.1 元，但收
市升幅收窄至 2.3%，收報 5.85 元，相較 6 月份政府宣布
向國泰注資後的高位約 9 元，目前已跌 35%。國泰的股
東 太 古 （0019） 及 國 航 （0753） 走 勢 各 異 ， 太 古 跌
0.3%，國航則升1.6%。
傑富瑞發表報告，指國泰重組可消除主要威脅因素，
但公司盈利復甦情況，仍視乎香港與其他地區「旅遊氣
泡」計劃效果。該行亦關注國泰港龍現有航線或轉移到
經營廉航的香港快運，相關航線未來不知會否運營商務
客艙，令人關心相關航線未來定位。傑富瑞維持對國泰
「持有」評級，目標價6.3元，相當預測市賬率0.6倍。
大和也發表報告，認為國泰重組意義重大，為維持運
營鋪平道路，而國泰近期股價走弱，今次重組有望成為
股價催化劑。該行重申國泰的「買入」評級，認為其最
壞情況已過。

分析指國泰現金可撐逾 1 年

交銀國際交通運輸及基建行業分析師尤璐雅認為，國
泰實際裁員人數佔整體比例，較北美及歐洲大部分航空
公司裁員 20%至 30%低，相信已考慮到政府補貼及在港
地位的承擔，裁員人數相對保守，但環球疫情若不符國
泰最樂觀預期，明年運力提升至不足正常一半水平，國
泰仍需進一步裁員。國泰預計今次裁員，明年每月可減
少約 5 億元現金支出，尤璐雅認為國泰現金流將由可支
撐集團營運 8 至 9 個月，延長至 1 年以上，現難預測國泰
會否再要政府注資。
政府 6 月向國泰注資 273 億元，加上供股集資的 117 億
元，令國泰有 400 億元現金「捱日子」，今次裁員，國
泰燒錢時間可由原先 20 個月增到 26 至 36 個月，相信有
望捱過疫情，待經濟復甦。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認為，國泰經注資及裁員後雖可「吊命」
多一兩年，但經濟未反彈，貿易戰也令貨運面臨沉重壓力，燃油對沖
持續錄得虧損也令人失望。國泰將航機轉泊至澳洲沙漠地帶，已反映
成本「減無再減」，故看淡國泰的中長線表現，建議投資者不宜「撈
底」，相信未來股價仍會受壓，支持位繼續為5.4元。
國泰近年盈利表現不濟，2000 年代高峰期時曾年賺逾 140 億元，至
2015 年盈利還有 60 億元，但其後「炒燶油」而出現虧損。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別蝕 5.75 億及 12.59 億元，國泰要在 2017 年裁員約 600 人，
業績到 2018 年才由虧轉盈，但因廉航瓜分市場，以及中美貿易戰開
打，國泰 2018 年盈利僅 23.45 億元，去年社會暴力事件令機場多番受
衝擊，國泰利潤更進一步降至 16.91 億元。今年疫情橫行全球，國泰
單是上半年已勁蝕98.65億元，預計下半年虧損程度相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