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委员会 
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委员会，为便利中

国人民和瑞士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

方面的相互关系，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

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就建立并经营两国

间以及延伸至两国以外地区的定期航班，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本协定及其附件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

用航空总局，瑞士方面指联邦航空局，或在任一方面均

指被授权行使目前指定给上述当局的职能的任何个人

或机构。 

    （二）“指定空运企业”，指缔约一方根据本协定第

三条指定的经营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 

    （三）“航班”，指以飞机从事旅客、货物或邮件的

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四）“国际航班”，指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

的航班。 



    （五）“空运企业”，指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

输企业。 

    （六）“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任何目的不在于上

下旅客、货物或邮件的降停。 

 

第 二 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附件一所规

定的航线（以下简称“规定航线”）上经营定期航班（以

下简称“协议航班”）的权利，以载运国际旅客、行李、

货物和邮件。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

航班时，在其季节性飞行时刻表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同意后，有权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三、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

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应享有下列权

利： 

    （一）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同意，在缔约另一方

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二）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经

停，以便上下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无权载运在缔约另一方



领土内一地始发或中途分程并以该方领土内另一地为

目的地的收费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但该空运企业

的人员、其家属和行李除外。 

 

第 三 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通过外交途径指定一家空运企

业，以经营本协定附件一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 

    二、接到指定照会的缔约方，在不违反本条第三、

四款的情况下，应立即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以

必要的经营许可。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接到本条第二款规定

的经营许可后、即可在任何时候开始经营协议航班，但

缔约一方至迟应在六十天前将其开始经营协议航班的

日期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

理权，应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公民。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不遵守缔约另一方的

法令规章，或不按照本协定及其附件所规定的条件经营

时，缔约另一方有权撤销经营许可，或暂停缔约一方指

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或对行使这

些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但除非为了防止进一步



违反法令规章必须立即采取上述措施外，在通常情况下

应同缔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这种权利。 

 

第 四 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规定航线的协议

航班方面，应享有公平均等的机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协议航班时，应

照顾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

影响后者在规定航线或其航段上提供的航班。 

    三、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

公众对规定航线上的运输需要保持密切的关系，并以提

供足够的运力为其主要目的，以满足当前和合理地预计

到的、由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或以该领

土为终点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运输要求。对在

第三国领土内规定航线上地点上下的旅客、行李、和邮

件，应按运力须与下列各点相联系的总原则，予以载运：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的

业务需要； 

    （二）在考虑到协议航班所经地区其他国家的空运

企业所建立的其他航班后，该地区的业务需要；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四、经营协议航班的条件和规定，应由缔约双方指

定空运企业协议，并应经缔约双方各自的航空当局批

准。 

    五、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如对上述第四款所指问

题不能达成协议，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解决。 

 

第 五 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

运企业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

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

属服务。具体办法按本协定附件二的规定办理。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

场、设备和技术服务所缴纳的费率不应高于其他国家空

运企业所缴的费率。 

 

第 六 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

机及其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润滑

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在进出缔



约另一方领土时，缔约另一方应在互惠基础上豁免任何

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 

    二、下列物资除为提供的服务应付的费用外，亦应

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 

    （一）在缔约任何一方领土内装上飞机，在该缔约

方主管当局规定数量以内的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

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上使用的机上供应品； 

    （二）运入缔约一方领土、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企业飞行协议航班使用的机上供应品、油料、润滑油和

零备件；然而，这些物品应交缔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

并缴纳保管费用； 

    （三）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国际航班的

飞机加注的燃料和润滑油，即使这些燃料和润滑油系供

在加注的缔约方境内的航段上使用。 

    三、留置在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机上的机上正

常设备、物资和供应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

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遇此情况，上述物品可

交上述当局监管，并缴纳保管费用，直至重新运出，或

根据该当局的规定另作处理。 

 

第 七 条 

 



    一、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

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航行的法令规章，以及关于旅

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

内停留的法令规章，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行

李、货物和邮件。缔约一方应及时向缔约另一方提供上

述法令规章资料。 

 

第 八 条 

 

    对过境缔约一方领土、不离开为此目的而设的机场

区域的旅客、行李和货物，只应采取非常简化的控制措

施。直接过境的行李和货物应免征关税和其他类似税

捐。 

 

第 九 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收

入应豁免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所得税，并应按正式比价

准予结汇。 

    如缔约双方间的支付按特别协定进行，则应按该项

特别协定办理。 



 

第 十 条 

 

    一、协议航班上所收取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

制定，适当地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

理利润、航班特点以及在相同或相等航线或航段上经营

定期航班的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 

    二、协议航班的运价，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

定，并至迟应在拟议实行日期三十天前提交缔约双方航

空当局同意。在特殊情况下，这一时限可予缩知，但须

经上述航空当局同意。如指定空运企业对任何此种运价

不能达成协议，或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对缔约双方指定空

运企业间协议的任何运价感到不满，缔约双方航空当局

应设法协议一项适当的运价。 

    三、在新运价制定以前，根据本条各项规定的运价

仍应有效。然而，不能因为本款规定而使该项运价在其

应该已经失效之日起十二个月以后仍然有效。 

 

第 十 一 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有权在对等的基础上在

缔约另一方境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这



些代表机构可包括商务、航行和技术人员。代表机构的

人数应由缔约双方空运企业间商定，并应经缔约双方航

空当局批准。 

    二、除非另有协议，上述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或瑞士公民。 

    三、上述代表机构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令和

规定。 

    四、缔约一方应向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

机构和工作人员提供协助和便利。 

    五、缔约一方应在可能范围内，保护缔约另一方空

运企业在其领土内的经营安全。 

 

第 十 二 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

机，应具有本国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 

    二、缔约一方颁发或核准的适航证、合格证和执照，

在其有效期内，缔约另一方应承认其有效。 

    三、然而，对缔约另一方或其他任何国家颁发给或

为缔约一方公民核准的、供在缔约一方境内飞行使用的

合格证和执照，缔约一方保留拒绝承认其有效的权利。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



机，应携带本协定附件二所述的证件。 

    五、关于运行和飞行安全方面的要求和程序，以及

为遇险或业已失事的飞机提供援助的问题，应按本协定

附件二的规定予以实施。 

六、飞行规定航线的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空勤

组成员，应为该缔约方公民。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认为需要使用其他国籍的空勤人员在规定航线上驾驶

飞机，应经缔约另一方同意。 

 

 

第 十 三 条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保证本协定正确

实施，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不同意见，缔约双

方航空当局应协商解决，如仍不能达成协议，应由缔约

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 十 四 条 

 

    在有要求时，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相互提供与协议

航班所载运量有关的定期统计资料或其他类似资料。 

 



第 十 五 条 

 

    一、缔约一方或其航空当局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

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或其航空

当局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应于提出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

进行。 

    在缔约双方互相通知业已履行其关于缔结国际协

定和协定生效的必要法律手续后，本协定的修改即行生

效。 

    二、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可直接协议对本协定附件的

修改。这些修改在上述航空当局相互通知予以确认后生

效。 

 

第 十 六 条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其终止本协定的意愿通知缔约

另一方。本协定在缔约一方发出通知十二个月后终止。 

如在期满前缔约一方撤销上述通知，在取得缔约另一方

同意后，本协定继续有效。 

 

第 十 七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临时适用，在缔约双方相互通

知业已履行其关于缔结国际协定和协定生效的必要法

律手续后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伯尔尼签订，

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法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

具有同等效力。如解释时有不同意见，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瑞士联邦委员会 

代              表              代          表 

 

 

 

 

 

 

 

 

 

 

 



附   件   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定空运企业可以经营

的航班的往返航班： 

    中国境内的地点——卡拉奇或坎大哈或德黑兰

——巴格达或大马士革或贝鲁特——安卡拉或开罗

——雅典或地拉那或布加勒斯特——罗马或贝尔格莱

德或维也纳——苏黎世和/或日内瓦——巴黎——经缔

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两个延伸点。 

    （二）瑞士方面指定空运企业可以经营的航班的往

返航线： 

    瑞士境内的地点——维也纳或贝尔格莱德或雅典

或伊斯坦布尔——贝鲁特或开罗或德黑兰或科威特

——坎大哈或卡拉奇或拉瓦尔品第——孟买或德里

——仰光——上海和/或北京——东京——经缔约双方

航空当局协议的两个延伸点。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根据其意愿，在飞

行任何或所有航班时，不经停规定航线上任何或所有中

间经停地点以及缔约另一方领土以远的地点。遇此情

况，应尽早通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飞行前往或来自

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专机和包机，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向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提出申请，由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对此申请给予有利的考虑并负责办理许可手续和答复。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在规定航线上作加

班飞行，在通常情况下，至少应在飞机起飞四十八小时

前通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并在获得许可后方可飞

行。 

 

 

 

 

 

 

 

 

 

 

 

 

 

 

 

 



附   件   二 
 

一、 一般规定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的飞机，提供在缔约一方境内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

信、导航和其他服务。 

二、 飞机证件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

应携带下列证件： 

1．登记证； 

2．适航证； 

3．航行记录表； 

4．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5．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6．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7．货物、邮件舱单； 

8．总申报单。 

缔约一方的上述有效证件，缔约另一方应予承认。 

三、 航行资料 

    （一）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向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

企业提供协议航班飞机在缔约一方境内飞行所需的下

列航行资料： 



1．航路资料； 

2．目的地机场和备降机场资料； 

3．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导航设备资料； 

4．飞行规则。 

    （二）上述资料如有更改或补充，应及时以航行通

告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紧急航行通告应

先以适当方式传递，必要时应直接用无线电发给缔约另

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有关飞机，并于事后以书面确认。 

    （三）航行资料和航行通告应采用英文。航行通告

的传递应采用国际通用的航行通告简语。 

 

四、气象服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

飞机，从其本国飞往缔约另一方国境，缔约另一方航空

当局应在飞机从缔约另一方国境外最后一个起飞站起

飞前三小时，向缔约一方航空当局提供缔约另一方国境

内的下列气象资料： 

1．目的站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 

2．由国境线至目的站的航路天气预报； 

3．备降机场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 

    上述飞机在缔约另一方国境内飞行中如发生危险

天气警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应及时向飞机通报。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

飞机，在缔约另一方国境内起飞，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应在飞机起飞前三小时，向缔约一方航空当局提供缔约

另一方国境内的下列气象资料： 

1．起飞站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 

2．由起飞站至目的站的航路天气预报； 

    3．目的站、重要中间经停站和备降机场的天气预

报和天气报告。 

    上述飞机在缔约另一方国境内飞行中如发生危险

天气警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应及时向飞机通报。 

    （三）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在编制气象资料时，应使

用英文明语或国际通用的气象电码。 

    （四）每次起飞前，起飞站气象台应向机长或其代

表讲解天气，并提交飞行天气报告表。 

五、 空中交通管制 

    （一）飞行规定航线的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机

的空勤组成员，应充分熟悉并严格遵守缔约另一方的空

中交通管制程序。 

    （二）起飞前，机长或其代表应提出飞行计划，交

起飞站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并按批准的飞行计划

实施飞行。 

    只有取得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批准，方可改变



飞行计划；在需要立即改变飞行计划但又来不及得有关

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批准的紧急情况下，机长有权改变

飞行计划，但应同时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有关

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应尽力予以协作，但机长应对此产生

的后果负责。 

    （三）每次飞行前，缔约一方航空当局空中交通管

制部门应以其掌握的情况，向机长或其代表讲解关于规

定航线上起飞站、第一目的站和备降机场的最新航行通

告，包括无线电通信设备、导航设备以及其他为安全飞

行所需了解的情况。 

六、 无线电通信导航服务 

    （一）为了飞行规定航线，在两国间传递电报的办

法和程序将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

飞机，应尽可能装有适合使用缔约另一方境内无线电通

信导航服务的设备。 

    （三）在规定航线上飞行时飞机，应备有使用地面

无线电通信导航设备所必需的无线电频率。 

    （四）机长应在规定的频率上与指定的空中交通管

制部门保持不间断的双向通信联络。 

    （五）缔约双方在陆空、平面通信中，采取英语和

国际通用的航空 Q简语。 



七、 遇险的飞机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内遇险或失事时，缔约另一方应指示有关当局： 

1．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 

2．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 

3．以旅客和空勤组提供协助和营救； 

4．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5．调查事故情况； 

    6．允许缔约一方的代表和专家接近飞机，并参加

对事故的调查； 

    7．如调查中不再需要上述飞机和其装载物，应予

放行； 

    8．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