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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奔跑跑吧吧，，卡卡车车航航班班
卡车军团加入航空货运战 航空货运“物流化”成必然

截至目前，山航货运卡车
航班每日运营4条固定航线，
以潍坊城市货站为运营中心，
辐射烟台、威海、滨州、东营、
日照、淄博、临沂七大地市，通
达济南、青岛两大机场，先后
与8家知名快递企业合作，累
计运送货物1 3 0 0 0吨，创收
4100万元，运输的货运主要为
生鲜、快件等。

以潍坊城市货站为例，每
天3-4班卡车航班，中午12点
开始收取散货，下午6点以后
陆续收运批量的鲜活货物，凌
晨再到快递公司上门收运快
件，分拣、称重、贴标签、制单、
装车等环节后所有货物信息
录入山航货运自己的货运系

统中，凌晨2点从潍坊发往济
南、青岛，5点在济南、青岛机
场卸车、分拣、复核重量，经过
安检后装上指定航班。

马骥认为，卡车航班作为
航空公司货运提供的延伸产
品，归根结底是为了拓展新的
货运渠道，满足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我们卖的是服务。”

山航货运在潍坊城市货
站收取鹅肝等生鲜货物，并提
供冷冻、冷藏等配套服务，再
连夜经卡车航班由潍坊发往
济南，跟随第二天济南机场早
出港航班运送到全国各地。通
过卡车航班，使鹅肝这样的生
鲜货物运输时间缩短了至少
24小时。

上门取件，航企也有个性化服务

立足欧洲

做大北美和亚洲

Cargolux本部位于卢森堡，
国土面积狭小，制造业不发达，发
展航空货运的先天条件并不优
越。但是Cargolux成立伊始就将
本土市场定位整个欧洲。通过多
年的经营，目前卡车网络已经覆
盖46个欧洲主要机场。相比通过
拥 挤 的 大 型 枢 纽 进 行 空 运 ，
Cargolux地面卡车服务在转运时
间上为客户节省至少半天，并显
著降低了相关的机场处理和转运
的成本。

发展至今，Cargolux不再局
限于地理范围意义上的欧洲，他
们认为航空货运是全球性业务，
并 逐 渐 在 亚 洲 和 北 美 围 绕
Cargolux货机通达的目的地，建
立起覆盖北美全部地区和亚洲大
部分主要城市的地面卡车网络

目前Cargolux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通达超过300个主要城市和
机场的地面卡车服务，每年运营
47000个往返卡车航班，运输货物
超过30万吨。

提供完整

卡车产品链条

Cargolux提供定期和不定期的
卡车航班服务，还可以根据客户需
要提供卡车外包服务。绝大部分航
线的频次以5-7班/周为主。在提供
普货运输的同时，还提供冷藏卡车
服务，运输如药品等温度敏感货
物。此外，Cargolux还能根据客户需
求，提供往返客户仓库接收/送达
特殊货物的卡车服务.

目前Cargolux承运的1/3货
物从客户工厂直接到机场。

强大的现代

地面处理中心

L u x a i r C a r g o C e n t e r 是
Cargolux欧洲卡车网络的运营中
心，也是欧洲最大的现代货物处
理中心。设计能力达到100万吨/

年，拥有6 . 4万平方米的库房，在
出港处理区设置了49个组板操作
点，进港处理区设置35个拆板操
作点。中心开辟出专门的卡车处
理场地，可供113辆卡车同时进行
操作。操作中心设在飞机停机坪
附近，并且设有通向高速公路的
直接出口，大大提高了卡车航班
的操作和运输效率。

与卡车运营商

的合作

Cargolux的卡车航班采取外
包方式经营。以卢森堡为中心进
行货物集散，与近20家卡车公司
签订协议，定期与卡车运营商就
运价、时刻安排、设备条件和操作
要求等进行协商谈判，及时解决
卡车航班运营中出现的新问题。

相关链接

一个卡车航班的成功案例

Cargolux如何
变成欧洲最强

Cargolux是世界综合排名
第十的货运航空公司，也是
全球知名的全货运航空公
司。Cargolux运营着15架747系
列全货机，通达全世界65个国
际目的地。作为没有客机网
络为支撑的全货运航空公
司，同时面临来自汉莎货运、
英航货运等巨头的竞争压
力，Cargolux多年来却经营得
有声有色，法宝之一便是多
年来成功运营着欧洲最强大
的地面卡车航班网络。

本报记者 白新鑫

“‘卡车航班’，其实是伴随
着民航货运业的发展而产生的
一种创收方式，在国外早已出
现，近些年引入国内。”山航货
运部总经理马骥说。

卡车航班，是航空公司将
地面卡车列入其运力范围，在
货物始发地与中转航站或中转
航站与最终目的地之间开辟固
定地面运输路线，通过卡车对
货物进行空陆联运的一种运输
方式。之所以称之为卡车航班，
是因为其拥有与航班相同的属
性，每一辆卡车航班都拥有独
立的航班号、承运人、始发地、
目的地以及进出港时间等，并
对外公布。简单来讲，卡车航班
就是利用卡车这种陆路运输方
式来延伸空港服务，让没有机
场、航线、航班的地区一样收发
航空进出口货物。

卡车航班的出现，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传统航空运输的压
力，是航空服务的一种延伸，既
节约了社会资源，又提供了良
好的服务质量。航空公司传统
意义上的货运大多是利用客机
腹舱完成货物运输集散，这种
单一的点对点腹舱运输虽是目
前各大航空公司最为主要的货
运形式，但过于依赖机场、航
班、航线等条件限制；客机腹舱
也存在诸如乘客托运行李变动
导致可用载量变化等制约因
素。

而“卡车航班”既能汲取卡
车的价格优势和机动优势，又
能享受航空运输快捷准时的高
效服务。作为一种新的运输形
式——— 空陆联运，即空运进出
境航班与卡车内陆运输相结
合，它是点对点单一空中运输
方式的有效补充，有效缓解机
场的运力不足问题。

卡车的价格，空运的高效

卡车航班的出现并非偶
然。

各大航空公司在激烈竞争
的大环境下挤得“头破血流”，
不仅客运环节秋毫必争，在货
运量上也纷纷下足工夫。即便
如此，“百花齐放”的场面只是
民航货运的表象，民航货运想
要与传统物流共同分享快速发
展的物流市场的红利，并不简
单。

国内航空货运虽然有了较
大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更加得
到重视，企业和政府部门都采
取了不少措施，但总体来看还
比较落后，处在传统货运向现
代物流转变的起步阶段。

据了解，国内航空货运承
运人业务模式仍专注于机场到
机场的传统航空运输为主流，
投入大、风险高，却处于航空物
流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附
加值少。

面临巨大的行业竞争，航
空货运如何创收成为摆在各大
航空公司面前的一道难题，各
家都在寻找航空货运的转型方
式，不少航空公司将目光由空
中转向地面。业内人士指出，未
来国内航空货运将通过逐步

“物流化”来转移航空货运所带
来的激烈竞争，传统航空货运
向地面延伸，不断扩大货运辐
射面。

航空货运“物流化”成大势

不是飞机，却拥有与飞机完全相同的操作模式，航班号、班期、时刻一应俱全，卡车航
班作为航空公司的一种“另类”货运方式出现，给航空公司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货运营运模
式。难道，卡车也能飞？

目前全国主要民用机场
共40多个，仍不能满足快速增
长的客运以及货运量。货运同
样需要依靠机场、航班、航线
等，但没有机场的地区也有货
运需求。

早在2008年，山航货运部
就把目光对准了卡车航班，研
究如何让整个山东地区“动”
起来，提高航班资源的使用效
率。马骥告诉记者：“通过卡车
航班，建立城市货站，把货源
充裕而货舱资源紧张地区的
货物，及时分流到货舱资源富
裕的地区，提高客户满意度，
进而增加市场份额。”

2008年前后，受金融海啸
影响，航空运输市场成绩惨
淡，亟需寻找新的盈利增长
点。从物流价值链来看，越接
近终端利润越高。传统航空货
运往往更多关注机场对机场
这样单一的点对点运输方式，

忽视了物流价值链这条“线”。
开通省内卡车航班成为

山航货运的第一想法。马骥
称，开通省内卡车航班不仅
能从源头上提高销售渠道
控制力，而且能够为客户提
供专属运输解决方案。2008
年 11月，山航货运在潍坊成
立城市货站，这是山东省内
首个“城市货站”。山航以潍
坊为支点，有效整合济南、
青岛两地运力资源，依托潍
坊市的辐射能力串联起整个
山东市场。2009年底，山航货
运以潍坊货站为基础，开通了
威海远程货站，将烟台、青岛
两地运力整合。

2014年，继潍坊城市货
站、威海远程货站之后，山航
货运又将卡车航班开到了小
商品交易发达、货源充足的山
东临沂，以此为支点串联鲁西
南市场。

山航建省内首个“城市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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