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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双寡头竞争需要具有全面的竞争优势

老板 秘籍

访空中客车（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菊明
1995 年空中客车 （以下简

场 占 有 率 实 现 了 从 6% 到 50%

线的瘦长航线将越来越重要，空

国 区 的 一 把 手 ，2013 年 正 式 担

称“空客”）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那时，和竞争对手波音相比，空

的巨大飞跃， 形成了双寡头竞
争市场的格局。 取得这样的成

客依然认为枢纽之间的航线是
主流航线，这让两家企业选择了

任空中客车（中国）有限公司总
裁。 陈菊明非常熟悉全球及中

客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还很
低，只有 6%，运营飞机只有 20

绩，对于空客而言，不仅仅是依
靠某一个机型的成功，更多的还

不同的发展道路。
作为空中客车（中国）有限

国航空市场， 见证了过往空客
在中国业务的成功发展，为此，

架。 但是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

是靠系列产品竞争力的提升。 此

公司的中国籍总裁， 陈菊明在

《中国经营报》记者对空中客车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趋
势，我们也有数据来印证。枢

空客迅速缩小了和波音的差
距， 运营飞机接近 1500 架，市

外，在战略选择上，空客与波音
也存在差异，波音认为点对点航

空客中国公司工作了 23 年，从
最初的销售总监一路成长为中

（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菊明进
行了专访。

纽机场应该是个外延更大
的概念，虽然目前类似北上

为什么枢纽机场地位
在下降不是市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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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这样的机场枢纽容量饱和，增长比较

陈菊明简介

枢纽的地位并没有下降

缓慢，的确有一些制约，但类似成都、昆
明这样二线的、区域性的枢纽机场却大

陈菊明生于
上海，1982 年毕

空客过去 20 多年在全球的发
展也非常迅速， 产品也更系列
化，不单单有一种好产品，而是
有一系列的好产品，能够满足各
个市场的不同需求。

量涌现出来。 所以，以后对枢纽机场的
表达应该是超级枢纽机场、总枢纽机场

业于南京大学，精

和区域性枢纽机场才是正确的。
中国这个市场太大，而且是多样化
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格局，这种格局
是多层次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现象的
出现就取代另外一个现象，它是一种并
存，体现了这个市场更丰富的内涵和多
样化。

《中国经营报》： 空客在中
国市场如何发展？
陈菊明：1995 年，空客在全
球市场份额是 30%， 在中国只
有 6%，对于快速成长的中国市

外籍高管和本地化的高管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场而言， 存在一个需要努力填
补的空间。 在填补的过程中，面
对一个飞速发展的市场， 我认
为我们在合适的时候做出了相

2

空客让我担任中国区
总裁，就是公司本地化战略
的具体表现。 我和外籍高管
差异比较明显的地方，可能

应的正确战略决策。
回顾我们在华业务的拓
展，我认为大概每 10 年就是一
个阶段。 1985 年，我们提议 率
先由现在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引进宽体客机 A310。 到了 1994
年， 我们空客决定设立培训和
支援中心， 因为当时的飞行员
都不太了解空客飞机， 我们飞
机的电传操纵系统是很先进
的，怎么操作，心里面没把 握 。
到了 2004 年，又和中航工业展
开了全方位、深入的战略合作。
所以说， 伴随着中国市场的迅
速发展， 我们也在不断地调整
我们的战略、举措，来适应这个
市场的发展。
空 客 过 去 20 多 年 在 全 球
的发展非常迅速， 产品也更系
列化，不单单有一种好产品，而
是有一系列的好产品， 以便能
够满 足 各 个 市 场 的 不 同 需 求 。
空客在宽体客机的市场占了很
大的份额，超过 60%，很有竞争
力。 而在运营水平上，在经济性
方面、舒适性方面，空客也得到
了广大乘客和航空公司业务部
的认可。
《中国经营报》： 在全球市
场上， 波音和空客是一个双寡
头竞争的格局， 空客如何参与
竞争？
陈菊明： 首先你要使这个
业务能够可持续、长久，因为买
飞机 不 单 单 是 价 格 相 当 昂 贵 ，

而且使用起来最起码是 20 年，
漫长的一个周期。 所以，我们做
生意第一个是立足于长远，不
是一个短平快的、 急功近利的

枢纽机场应该是个外延更大的
概念， 虽然目前类似北上广这
样的机场枢纽容量饱和， 增长
比较缓慢，的确有一些制约，但

个 客 人 ， 空 客 拉 300 个 客 人 ，
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经营报》： 空客如何
在中国市场布局和发展？

思维方式。
我们不单单有一种好产

类似成都、昆明这样二线的、区
域性的枢纽机场却大量涌现出

陈菊明：竞争无处不在，我
从地域、产品、竞 争 角 度 ， 亲 眼

品——
—A320， 还 有 A330， 在 中
国宽体机市场上很成功， 现在
有 200 多架， 还有好几十架有

来。 所以，以后对枢纽机场的表
达应该是超级枢纽机场、 总枢
纽机场和区域性枢纽机场才是

见证了空客的成长历程。 多年
来， 空客通过不断竞争提高生
产率、提高自身实 力 ， 所 以 ， 竞

待交付， 几乎是中国市场的一
个主力的宽体机型。 当然，我们
未来还有 A350。
我们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市
场份额上和竞争对手展开竞

正确的。
中国这个市场太大， 而且
是多样化的， 它不是一成不变
的格局，这种格局是多层次的。
所以， 它不是一个现象的出现

争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 也是
我们产品得以不断改善、 不断
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种原动力。
所以， 我们认为像这种竞争还
会持续下去， 我们做一个保守

争。 我认为这种竞争使我们不
断得到发展， 我把这种竞争看
成是一种“马拉松”式 的 赛 跑 ，
也就是你追我赶的这样一种良

就取代另外一个现象， 它是一
种并存， 体现了这个市场更丰
富的内涵和多样化。
《中国经营报》： 空客已经

的预测， 中国市场未来二三十
年还需要 6000 多架飞机，这是
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中国现在人均每年坐飞机

性的循环。 在某些方面，我们超
越竞争对手， 对手也在不断地
改进， 我们进入了比较良性的
竞争循环。

推出的 A350， 它未来的市场定
位和 A330 会有什么差异？
陈菊明 ：A330 中 短 程 特 别
有竞争力，按每座成本，经济

的频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一
年只有 0.4 人次坐飞机， 欧洲
是 1 人次，美国是 1.8 人次，如
果有一天我们达到美国的频

《中国经营报》：最近 10 年
全球的航空市场也发生了一些

性特别好， 也可以飞远程，所
以它是非常灵活的一种宽体

率， 那这个市场就非常大了。
此外，中国高铁也在迅速地发

变化，比如说枢纽机场地位在下
降，直航的线路越来越多，您认

机 。 A350， 主 要 用 来 执 行 一 些
流量相当、 航程比较远的飞

展，也在提速，有人把它看成
是对飞机的一种威胁，我更多

为这个趋势会不会成为未来市
场的主流？
陈菊明： 我不认为这是一
个趋势，我们也有数据来印证。

行，比如说中美之间、中欧之
间，它的经济性很好，可以乘

地认为是一种补充， 今后如果
地面和空中能够联合起来，这

坐 300 多个客人。 所以， 如果
飞行十几个小时， 波音 拉 200

样的一种交通网络构架会更加
有效。

我们不只是简单地卖飞机
我们意识到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的买卖不能局限在简单的买和卖的层面，需要有一个立体的、综合的、全面的发展战
略，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中国经营报》： 空客在进
入中国以后也和中国的航空工
业各个层面展开了紧密合作，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工业合作的
模式？

的买和卖的层面，需要有一个
立体的、综合的、全面的发展
战略，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
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基于
这样的理念，我们和中方在工

给川航的 A320 飞机，其质量完
全可以和欧洲生产的飞机相媲
美，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合
作成果。 研发方面，我们有工程
研发中心， 以后我们还会有一

装飞机， 我们就开始交付了，目
前已经交付 340 架飞机了。近期，
我们和中方的合作已经从窄体
机进入到宽体机领域。 宽体机的
客舱装配复杂度是窄 体 机 的 4

陈菊明： 中 国 这 么 大 一 个
市场， 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体
系，而且发展得非常迅速，我
们意识到在中国这个市场，

业合作领域方面展开了很多
的合作。
我们历经了从开始的外包
到飞机整机的组装全过程。 从

个创新中心。
《中国经营报》：目前空客产
品的交付情况如何？
陈菊明：我们已经开始交付

倍，所以说，这种工业合作的技
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目前，我们
交付的是现有的 A330 发动机，
今后我们还要交付 A330neo 新

我们的买卖不能局限在简单

2009 年开始， 我们第一架交付

宽体机了。 从 2009 年在天津组

一代的发动机。

本地化是重要战略
主动的互动沟通非常重要。 外籍高管通过翻译去做互动沟通当然也可以，但我认为互动沟通中存在着很多社会的、文化的、
职业的、专业的成分，它不是一种纯技术的东西，更重要的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文化方面的东西。
《中国经营报》：空客在本地
化方面有什么经验？
陈菊明：空客在北美雇佣的

明确的指标， 就是不断缩减外
派人员的人数。 与此同时，我就
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培养

高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陈菊明：空客让我担任中国
区总裁，就是公司本地化战略的

通当然也可以，但我认为互动沟
通中存在着很多社会的、 文化
的、职业的、专业的成分，它不是

都是美国人，在印度雇佣的主要
是印度人，在中国雇佣的员工都
是中国人，本地化是我们全球化
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公司的战

人才的计划， 什么样的岗位需
要本地化？ 本地化的人才需要
什么样的培训？ 目的就是能够
让本地员工独立操作， 在业务

具体表现。 我和外籍高管差异比
较明显的地方，可能是更容易倾
听和理解。 由于是中国人，在文
化背景和沟通方面， 会方便很

一种纯技术的东西，更重要的可
能还有一些其他文化方面的东
西。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更
好地理解，更能深刻地理解来自

略就是成为立足于欧洲的全球
化公司。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在
本地化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本地化方面， 我有一个

上能够独当一面。
《中国经营报》：波音中国区
的总裁多年来一直都是外籍高
管， 您认为外籍高管和本地化的

多，更容易理解市场、合作伙伴
真正表达的意思。
主动的互动沟通非常重要。
外籍高管通过翻译去做互动沟

于市场、 来自于客户的声音，所
以，在更及时的反应上，我认为
我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会更自然
一些，更流畅一些。

是更容易倾听和理解。 由于是中国人，
在文化背景和沟通方面， 会方便很多，
更容易理解市场、合作伙伴真正表达的
意思。

通多国语言及中
国方言，业余时间
喜欢哲学、历史和
散文。 他于 1994
年加入空中客车
公司，最初担任地
区销售总监；2001
年，晋升为空中客
车中国公司销售
副总裁；2008 年，
担任空中客车中
国公司商务及对
外事务高级副总
裁。 他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
空中客车中国公
司民用飞机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2015 年 5 月，荣
获法国政府颁发
的法国荣誉军团
骑士勋章。 该勋

主动的互动沟通非常重要。 外籍
高管通过翻译去做互动沟通当然也可
以，但我认为互动沟通中存在着很多社
会的、文化的、职业的、专业的成分，它
不是一种纯技术的东西，更重要的可能
还有一些其他文化方面的东西。我作为

章是为表彰陈菊
明领导空客中国

一个中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更能深
刻地理解来自于市场、来自于客户的声

法之间在航空领
域的合作和交流

音，所以，在更及时的反应上，我认为我
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会更自然一些，更流
畅一些。

所做出的突出贡
献而颁发的。

业务发展所取得
的成绩及其为中

深度

飞机的生意是
一个系统工程
从销售总监一路走到空客中国区总裁的位置， 陈菊明用了差不多 20 年
时间，可以说陈菊明对空客民用飞机在中国的业务了如指掌，但是他却从来
不突出个人在这家公司的作用，仿佛中国区总裁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在陈菊明看来，飞机的买卖是一个系统工程，个人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
限，很少体现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都是一个团队的作用，突出的是一个系
统。 对于客户而言，选择买谁的飞机，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有技术的、商
务的、政治的、工业的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对于飞机制造商而言，就需要很多
配套工种跟上，销售人员不是一个人在作战，还有后边的系统在支持，过硬的
产品、配套的售后服务以及良好的政府关系等。
“
所以说，我一直不主张市场的开拓是某个人的功劳，我并不认为我有多
么了不起或者是做了多少了不起的工作，我只是系统里面的一员，做我自己
应该做的一点儿事情，仅此而已。 ”
而空客在全球乃至中国市场的成功也不仅仅依靠某一款机型的成功，空
客 A320、A330 的成功确立了和波音抗衡的资本，A350 的推出也将在远程航
线市场和波音 787、777 形成直接的竞争，从订单数量看，A350 的市场潜力已
经被释放出来。
在对未来市场的预判中，空客和波音截然相反。 空客依然看重枢纽机场
和枢纽航线的地位，而波音更看重点对线航线未来的发展，因此，波音率先推
出了远程中型宽体客机——
—787 梦想飞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空客的大
型远程客机 A380 显然在订单和市场占有率方面没有达到预期， 但是在
A350 的开发方面，除了能够飞行更远的距离和更多复合材料的应用，在座位
数量上也明显多于波音 787。 空客依然觉得枢纽地位不可动摇，枢纽之间的
航线依然是主流，因此，航空公司还是需要座位数更多的飞机。
作为航空史上最成功的宽体中远程客机， 空客 A330 具有极大的灵活
性，无论是大客流航线，还是洲际航线都能通吃，同时有着稳定的签派率和互
通性；而新一代的 A350，在座位数上和 A330 接近，却可以飞得更远，满足洲
际航线的需求，由于大量采用复合材料，运营成本进一步降低；相对短程的航
线，空客推出 A330neo，以更低的飞行成本占据这个细分市场；空客 A320 作
为最成功的单通道飞机，长期以来则是和波音 737 平分单通道客机市场。 因
此，空客之所以在和波音的竞争中逐渐后来者居上，并不是依靠某一个机型
占据优势，而是每一个细分市场上都有竞争力的机型。
对于航空公司而言， 空客的飞机零配件的互通性高达 85%， 也就是说，
85%的零部件在不同机型之间是可以通用的，这就大大降低了航空公司的维
护成本。 此外，不同机型之间，驾驶的共通性也很高，也就是说，会驾驶 A320，
稍微培训一下也可以驾驶 A330，这会给航空公司节省很多开支。
因此，这 10 年来，在大多数年份中，空客的销售和市场数据都超过老对
手波音。 而要取得这样的优势，在战略决策、机型、政府关系、工业合作、本
地化、销售支持、售后服务等众多环节都要系统化的匹配，才可以最终形成
竞争优势。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赵正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