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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航重庆分公司：

齐齐鲁鲁之之翼翼，，飞飞出出重重庆庆特特色色

群雄逐鹿

抢驻重庆市场

2013年4月26日，民航局向山
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颁发了运行规
范，山航重庆分公司正式成立，成为
入驻重庆江北机场的第五家基地航
空公司。短短一年时间，山航已有8架
飞机入驻重庆。

记者从重庆江北机场了解到，在
山航入驻重庆机场前，已有国航、西
部航空、川航和重庆航空四家航空公
司入驻。山东航空公司在重庆这个重
要的枢纽位置，抢驻为第五家基地航
空公司。

2014年是山航在重庆稳固、提升
的一年，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山
航重庆营业部始终坚持采取了有效
的销售策略，取得了座收同比提高5
分钱的业绩，也使得山航在重庆航空
市场站稳了脚跟。

提到2014年出港航班座收同
比2013年提升5分钱，山航重庆分
公司副总经理涂长生向记者解释，
这与山航航线网络的优化和市场
营销部门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

去年，山航陆续新开飞了多条
收益品质较高的航线，如重庆-北
京，重庆-上海，重庆-昆明等国内
航线以及清迈、金边、暹粒等东南
亚国际航线，这些航线的开飞，一
方面促进了航班收益的提高，另一
方面也提升了山航在重庆市场的
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促进了市场
销售。

另外，重庆营业部在销售组织
工作中突出“早”和“细”两个方面。
尤其针对销售旺季如春运、暑运、
国庆，还有一些机会市场如重庆糖
酒会和渝洽会等，早预测分析市
场，制定销售计划，并采用目标管
理的方法进行任务管控。事实证
明，2014年的春运等销售旺季以及
重庆几个大型会展期间，山航的航
班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均取
得了显著的销售成果，收益水平同
比大幅提升，对于全年座收增长5
分钱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重庆航空市场的一大特点就
是群雄逐鹿，几家基地航空公司市
场份额相当、竞争激烈。这种充分
竞争的市场格局既充满挑战又存在
机遇。重庆营业部渠道管理人员细致
开展销售渠道开拓与管理工作，与国
航一起同销售代理人之间建立起合
作共进的双赢关系。2014年山航座收
的同比提升，离不开各渠道的大力
支持。

“客户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
大客户和常旅客是航空公司最为重
要的客源基础。”涂长生提到，2014年
重庆全面开展大客户开发工作，在大
客户开发人员的努力下，陆续签约重
庆市政府机关事务局、重庆市电力公
司、重庆民生能源等政府机关、大型
企事业单位，进一步扩大了山航在
重庆市场的品牌影响力，也为今后
山航在重庆的发展奠定了客户基
础。

重庆分公司是继厦门分公
司后，山航成立的第2个山东省
外分公司。重庆分公司的成立，
标志着山航立足于山东、厦门、
重庆“大三角”航战布局的形
成，也是山航倾力打造的“东西
串联、南北贯通、覆盖全国及周
边国家”航线网络的初步构成。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个
扎根重庆、服务重庆的山航分
公司，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
的业绩。

增速快

加大保障难度

在外界看来，山航重庆分
公司这两年的发展可谓风生
水起，但发展速度快，也不可
避免地带来了保障难度的增
加。涂长生表示：“重庆分公司
成立初期，主要依托国航保障
资源。随着飞机增长、员工人
数增多，一些保障上的难度就
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生产资源紧张，主
要是客梯车、摆渡车、牵引车、
加水排污车、头等舱服务车等
设备和人力等资源相对紧张。
由于发展速度快，保障单位设
备和成本 ( 2 016年转场T3，有
些设备可能会闲置)矛盾将进
一步凸显；值机服务、机务、清
洁、搬运等人员引进培养和运
力增长速度也需要匹配，对于
外委方更要提前协调。重庆分
公司的人员增长快，业务上需
要迅速提升，在质量和速度上
短期内也或存在一些问题。

另外，山航的运行保障单
位基本全部是外委单位，在保
障质量监控方面也有一定挑
战。现阶段，山航主要加大了
现场监察力度，统计分析每个
保障环节的时间节点。找出影
响运行效率的问题，同保障单
位一起制定整改措施，并监督
执行，反馈结果。

“新常态下需要新思维，
提升运行效率在平行增长年
度还需要通过优化航路及飞
机滑行路线、减少过站时间、
客舱减负、协调空管等一系列
的措施来降低成本，同时努力
争取一些政策支持，追求效率
提升和成本优化最佳匹配。”
涂长生提到，现阶段如何降低
生产成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本报记者 杨万卿

链接

正点率排名第二 飞出重庆特色

记者采访了解到，重庆
机场2014年吞吐量2926万，
而同期青岛1 6 4 1万、济南
870万、烟台360万，整个山东
吞吐量和重庆基本持平。近
五年，重庆机场客源增长率
年平均17%，领先于国内其
他机场。

“重庆机场出港理想座
公里高于济南、烟台，和青
岛持平。去年重庆机场客座
率达到80 . 1%，盈利空间较
大。”山航重庆分公司想要
更好的立足重庆，必须与当
地资源融合，飞出“重庆特
色”才是长久之路。

“在2016年搬T3航站楼
前，重庆机场过夜飞机远机
位多，早出港航班能达到90
个。”据了解，济南遥墙机场
的早出港航班不到20个，青
岛流亭机场也不到40个。相
比山东各机场，在重庆分公
司，山航的早航班保障源压
力比较大。“通过我们努力，
正点率在重庆排名第二。”
涂长生说。

受保障资源限制，山航

在重庆也面临着行李托运
保障方面的一些问题，为了
提高服务品质，重庆分公司
通过和国航地服一起采取
更换服务代理，安排商务监
察人员盯重点航线、航班等
一系列措施，大大减少了行
李丢失、破损率。通过管控，
2014年重庆地区旅客有效
投诉率仅为0 . 006/万人次。

在山航重庆分公司领
导及员工的努力下，克服这
些不利因素的同时，也深刻
感受到重庆人民出行与山
东的差异化。如何针对重庆
当地人的出行习惯，扬长避
短，对于向来颇具“山东特
色”的山航航空，也是挑战
与机遇共存。

涂长生向记者介绍说，
重庆人出行主要以旅游休
闲为主，山东主要以商务为
主；重庆人出行随意性比较
强，说走就走，山东人计划
比较强；重庆航班量频繁，
出行比较方便，山东航班频
率相对较低，出行选择方式
比较多。针对这些特点，山

航重庆分公司在航班产品、
航班配餐、配餐时间、空中
娱乐节目等方面都正在做
差异化调整。

另外，重庆人购票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具有超前消
费的意识，乐于消费，敢于
消费，以大众出行为主，且
对票价相对敏感。与山东相
比，重庆市场的优势是客源
充足，市场潜力巨大，全年
相对比较均衡，可以弥补山
东季节特点。劣势在于竞争
激烈，票价偏低。山航重庆
分公司在实际销售的过程
中，结合重庆市场特点，细
分航线航班，做到价格和市
场匹配，以取得座公里收入
最大化。

据业内测算，山东航空
被业界认为是受高铁影响
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京沪
高铁直接冲击了山东航空
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客源。
而重庆相比山东，因地理环
境受高铁冲击较小，这也是
重庆航空客源增长较快的
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机场：山航“含金量高”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朱渝告
诉记者，山航重庆分公司入
驻重庆不到两年，对重庆航
空市场的推动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首先，山航对于运
力的投入——— 一年时间入
驻8架飞机的增幅，为重庆
机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航
线网络上看，山东、厦门和
东北方向，作为山航的优势
航线，弥补了重庆机场航线
网络的不足。另外，山航新
开辟了3条直飞国际航班，
客座率高于90%，促进了重
庆旅游出境市场的发展。朱
渝评价，山航重庆分公司的
航班“含金量高”，航线布局
符合市场需求，希望下一步

可以开拓西北、云南方向的
航线网络，并进一步加强日
韩、东南亚等国际航线的密
度。

航线密度的增加离不
开更多飞机的投放。2 0 1 6
年，重庆江北机场T3A航站
楼就要投入使用了，将新增
93个机位，也为山航重庆分
公司更多飞机入驻提供了
客观便利。

记者采访得知，现阶段
山航在重庆机场增加飞机
数目，主要局限于机场时
刻。山航重庆分公司已主动
协调机场集团，由于山航执
行 率 在 重 庆 机 场 第 一
( 9 9 . 5 7 % ) ，增 长 率 第 一
(34%)，这也将有助于获得

重庆机场集团的更大支持。
目前，山航重庆分公司正在
积极与重庆机场集团沟通，
在各个方面获得更大的支
持和帮助。

涂长生提到，“总的来
说，山航重庆分公司成立时
间晚，但运行标准高。下一步，
山航重庆分公司将继续增加
飞机的投放。加密到山东区域
的航线，形成航线品牌，逐步
完成‘大三角战略’。”

据了解，山航重庆分公
司已通过帮助重庆阿甘、赠
送贫困大学生免费机票、建
立希望教学楼、盲校捐助、
养老院义工等社会公益活
动逐步树立山航在重庆的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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