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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疯狂的机票

自日本地震发生以来，国航、东
航、南航每日增发往返日本航班。其
中，国航每天在中日航线正常运营往
返约30个航班，东航约50班，南航约
30班。而且，三大航均应民航局要求
调派大型机赴日。
“从广州出发到日本的，能换大

型机的几乎都换了。”南航运行部门
新闻联络人肖兵华介绍。目前，南航
已将飞往东京的客机改由波音
B777A执行，可多提供约515个座位。
尽管如此，在日华人依旧一票难

求，且票价疯涨。
以往，日本此时至国内航班的

票价在3000元上下。如今，此类机
票在市场上的均价达万元左右。以
3月30日国航CA162大阪至北京航
班为例，淘宝机票平台的票价为
9440元，税金432元；携程网票价为
11280元，税金443元；而在国航网
站上，该日该航班机票已经没有销
售，不可查询。

面对舆论对机票价格的一片
质疑之声，航空公司均陆续否认票
价高于市场均价，并解释有部分原
因是由于有些在日本的中国航空
公司机票代理商因为地震已经停
止服务，导致在日旅客无法买到打
折机票，所以会产生价格上涨的感
觉。另外，往年中日航线上的低价
机票，是航空公司为促销而推出的
数量有限的折扣机票，与正常的票
价不具可比性。
不过，某机票代理商却表示，票

价确实有涨。本月以内自日本回国的
机票几乎都是旺季价格。
谈到票价疯涨的问题，该代理商

说，客观地看，这是因为机票价格回
到了旺季的价位，现在已经无法从航
空公司拿到促销价位的票，这是机票
价格走高的直接原因。
对于为何要把票价调到旺季水

平，南航党委工作部宣传负责人邵富
强说，这说到底其实是供需关系决定
的。传统的淡季在当前这个特殊的时
候已经成了旺季。与此同时，民航局
人士和多位业内人士也表示，航空公
司把票价恢复到旺季水平，是正常的
市场反应，应该用理性的市场观点来
看待现在的全价票。
据记者了解，在调回到旺季价位

后，目前南航的回国机票经济舱价格
在5400元左右，东航为6000-7000元，
国航在10000元上下。

万元高价票

从何而来？

那么，充斥市场的万元高价票从
何而来？责问的利剑指向航空公司与
机票代理商潜在的利益输送。
按照行业惯例，机票代理商的主

要收入来自于机票销售的佣金和返
点，票面价格越高，这两项收入就越
多。尽管自去年开始票代行业开始进
入到“零佣金”时代，但一时半会儿这
个盈利模式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上述机票代理商表示，说“阴谋

论”太夸张。“机票的价格是航空公司
定好了的，作为代理商是无法定价
的，如果票价高出航空公司的全价定
价，系统根本就结算不了。而且，我们
也不可能去跟航空公司要求把票价
定高点。当然，不否认现在票价高了，
收入会有增长。”

该代理商还表示，现在旅客在
中日航线上从正规代理商买到的
票和航空公司直销的票，两者的价
格不会差别太大。另外，现在还能
买到的 2 7日前的票，价格都在
14000元左右，这因为都是头等舱。
如果这样的价格是经济舱，那么就
是代理商在中间过程做了手脚。
“不排除这个可能。毕竟，现在是需
求超过了供给。”
不过，无论是恢复到正常旺季价

位的解释，还是没有涨价的澄清，航
空公司的表态依然不能平息舆论对
疯狂票价的质疑。 国内某航空公
司销售负责人表示：“恢复到全价票，
航空公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需要从此次各家航空公司往
返日本航班的属性说起。
日本地震发生后，民航局随即要

求航空公司紧急增派赴日航班，调换
大型机执飞，保障运力。
邵富强介绍，此次南航执行的所

有赴日往返航班都是商业航班，和上
次利比亚撤侨的包机不同，航空公司
不会从政府和国资委方面得到任何
补贴。
根据肖兵华介绍，南航此次执行

的赴日往返航班，除了正班，其他增
发的航班用到的飞机全部是从其他
航线上抽调过来的，而且基本都为波
音777这样的大型机，其中有两种机
型，有一个可载380多人，有一个可载
200多人。
“除了正班是去程有售票，其

他的航班全部是空机去日本。以广
州到日本为例，每个航班去程的成
本是40万-50万元，回程由于顶风，
时间长一点，成本还要高于50万
元，不过现在暂时都没有考虑成本
因素。”他说。
以南航广州到东京为例，按照南

航现在的票价和航班数量，由于是空
机去程，每个航班基本上只能保障不
亏损，没有太多利润可言。一个航班
产生的花费，除了航油、机场费用、机
组成员的人工费，还有回基地后的飞
机检修保养等。
“南航和东航现在这样的价格也

就是一个保底的水平。”肖兵华说。

应急救援

机制待完善

公众对机票涨价的热议，航空公
司对此的无奈，把问题的焦点推移到
民航业应急救援机制上。

民航局人士表示，从严格意义
上，此次要求航空公司增发航班前往
日本也算是应急救援的体现。长期以
来，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国内在航空
救援方面还缺少经验，体制还不完
善。
对此，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

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
曾指出，国内航空救援的主要问题是
救援装备数量太少，救援机型不配
套，基础设施不健全，航空救援体制
不完善，缺乏专业救援队伍等。
公开资料显示，世界上许多国家

已经形成了符合国情的航空救援体
系。美国可用于救援的直升机近 1万
架，加拿大有 1000多架，而我国救援
直升机只有30多架，而且大多是小吨
位的。俄罗斯有 4万余人的部队用于
应对各种灾害，德国建立了覆盖全国
的航空救援体系，在整个德国国土内
任何一处突发情况，15分钟内都可以
得到国家的航空救援服务。巴西、韩国
等国也成立了专职的航空救援队。
“这一次的日本地震，在民航局

要求航空公司组织增发赴日航班的
过程中，显露出应对跨境应急救援时
的问题，机票价格成倍增长这种现
象，就是之前考虑不足引发的。”上述
人士表示。
据了解，在国内的航空应急救援

中，主要依靠直升机快速准确地投放
物资、解救人员，航空公司的大飞机
往往只有在需要大规模撤离人群时
才会动用。而在跨境救援时，例如撤
侨等行动，航空公司的机队则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
航空公司人士表示，作为企业，

航空公司本身有盈利的需求，但同
时，航空业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在
特殊的时刻，比如当前的日本地震，
社会又要求航空公司承担其社会责
任。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现在，把淡
季的价格调回到旺季水平，是对履行
其社会责任的一种折衷做法。

该航空公司人士还称，此前的
利比亚撤侨行动是包机过去，航空
公司还能有保底的补贴，而这一次
是航空公司响应民航局增发航班
的要求，参与行动的航班全是商业
航班，一分钱补贴没有，不可能再
以折扣价售票，而且，往返日本航
班的成本还只是表面上看得见的，
由于抽调大型机造成的其他航线
的损失，这个是公众没有看到的。

归国机票
疯涨背后

日本世纪强震导致回国旅客人数直线上升，与之水

涨船高的机票价格引发公众争议，关于国内航空公司痛

宰困日华人的言论也开始出现。在舆论忙于拷问航空公司

的高票价“阴谋”时，脱缰的机票价格也把民航业的应急救援

管理能力摆到了放大镜下。

自从3月11日日本大地
震开始，在日本东京的严小
姐便开始了寻票之旅。她先
后联系了旅行社、机票代理
商和航空公司网络售票平
台，将能想的办法都想到
了，但每一次都失望而归。

在得知国家将组织三
大航空公司增派大飞机前
往灾区的消息后，严小姐觉
得买到票的希望更大了。但
面对庞大的归国同胞，每一
天的回国机票一次次沦为

“传说”。
苦等中的严小姐最终

还是被幸运砸中：在一位航
空公司工作的朋友的帮助
下，严小姐终于从一家旅行
社拿到了一张2 . 1万元的回
国机票。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非
个案，相当大一部分准备撤
离日本的人几乎都如此。

实际上，在归国人员买
票难的同时，业界一直不乏
针对高票价的质疑。“我不
想问这钱到底谁赚了，肯定
是一个利益链条。”严小姐
说，“毕竟与命比起来，钱就
不那么重要了。”

曾为国航服务过的一
位员工表示，在出票过程
中，航空公司不可能有加价
行为，高价无法出票，要加
价只可能是代理商环节。厦
门航空工作人员也表示，代
理商有可能高价出票，且航
空公司想从中分到利益却
是很难。

不过这个在代理商眼

里却是另一个说法。
“谁获利？肯定是航空

公司。”某旅行社员工直接
将矛头指向航空公司。在他
看来，旅行社是链条上最弱
的环节，有些航空公司本来
就有对旅行社做竞拍机票
的方式，价高者得，大部分
长期做固定区域旅游团的
旅行社会选择航空“切位”
方式，即一个航班上固定多
少座位，按照协商价格付给
航空公司，往返程的旅客必
须是同一人，如果去程没有
人，回程票自然被取消，航
空公司可以把票卖给散客。

上述人员表示，此前国际
航班的代理商服务费为9%，
但现在大部分都取消了代理
费用，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具有定价权，航空公司在
国际票上可以建议加价，“此
次国航的一万多元的票价就
是这样，平时五千能飞往返，
现在却这么高。”

同受诟病的还有机票
代理商。

记者了解到，全国有大
大小小6000多家取得资质的
机票代理商，一直以来，其
运营都被认为“水很深”。鸿
运达航空服务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排除会
有小的代理商趁乱赚钱，也
不排除有“野代理”通过关
系获取机票，但是一般规模
较大的代理商不会掺和。

但另外一家机票代理
平台负责人却并不认可这
种说法。该负责人表示，大

代理商更有渠道，甚至可以
与航空公司负责开放舱位
的中控部门负责人联系，如
果人数少，甚至可以直接开
舱加人。

该机票代理平台负责
人表示，机票与火车票不
同，机票需要在预订座位时
输入乘机人姓名，且不可更
改，在非常时期，如果有人
委托旅行社买票，那么旅行
社会事先向客人说明高价，
客人与旅行社达成一致，这
个票价价格可能会高于航
空公司公布的运价，虽然是
违规，但时间紧急且座位有
限，明知是加价，旅客也不
会举报。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则
表示，航空公司内部也有内
鬼，在航空公司驻国外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实际权力很
大，在外人看起来很麻烦的
改票行为，在他们办来很轻
松，甚至在飞机起飞之前做
登机旅客调换都很简单，而
且与当地航空公司柜台人
员有关系也可以将日期提
前。

“其实解决市面高价票
很简单，相关政府部门只要
下令各代理商不准再销售
日本回国航班，如需购买只
能自己去航空公司官网或
者柜台购买，就可以解决，
到底是谁不透明地加价应
该就很明白了。”中智国旅
相关人员表示。

本版据《21世纪经济
报道》

票价推手“糊涂账”

携程网 3 月 22 日东京至北京机票查询结果

（携程旅行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