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公司 许可文号 航线

东航 局内许〔2016〕103号 无锡-釜山

川航 局内许〔2016〕102号 缅甸航线

春秋航 局内许〔2016〕101号

济州开口程航线：
哈尔滨-济州-扬州、扬州-济州-哈尔
滨、天津-济州-扬州、扬州-济州-天
津、天津-济州-上海浦东、上海浦东
-济州-天津、哈尔滨-济州-上海浦东
、上海浦东-济州-哈尔滨、乌鲁木齐
-石家庄-济州-石家庄、石家庄-济州
-石家庄-乌鲁木齐

山航 局内许〔2016〕100号 昆明-济南-大阪

天津航 局内许〔2016〕99号 越南航线经营许可

友和道通 局内许〔2016〕98号 马来西亚全货运航线

川航 局内许〔2016〕97号 成都-布拉格

海航 局内许〔2016〕96号 柬埔寨航线

海航 局内许〔2016〕95号 越南航线

长龙航 局内许〔2016〕94号 越南航线

春秋航 局内许〔2016〕93号 昆明-杭州-济州、沈阳-济州

深航 局内许〔2016〕92号 成都-无锡-大阪、南宁-福州-大阪

吉祥航 局内许〔2016〕91号 上海浦东-符拉迪沃斯托克

东航 局内许〔2016〕90号 兰州-上海浦东-名古屋

春秋航 局内许〔2016〕89号 石家庄-大阪

扬子江 局内许〔2016〕88号 济南-首尔仁川往返全货运航线

首都航 局内许〔2016〕87号 北京-萨格勒布

国航 局内许〔2016〕86号 盐城-大阪

国航 局内许〔2016〕85号 西宁-成都-东京成田

深航 局内许〔2016〕84号 深圳-名古屋

首都航 局内许〔2016〕83号 北京-墨西哥城

关于2016年第二季度颁发的国际航线经营许可信息通报

中国民用航空局2016年第二季度颁发了下列国际航线经营许可：

一、国内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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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许可文号 航线

国航 局内许〔2016〕82号 北京-阿斯塔纳

海航 局内许〔2016〕81号 长沙-墨尔本、西安-墨尔本

中货航 局内许〔2016〕80号
上海浦东-宁波-达卡-郑州-上海浦东
全货运航线

中货航 局内许〔2016〕79号
上海浦东-宁波-阿姆斯特丹-宁波-上
海浦东全货运航线

国货航 局内许〔2016〕78号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达拉斯-纽约-天
津-上海浦东全货运航航线

国货航 局内许〔2016〕77号
上海浦东-埃德蒙顿-芝加哥-埃德蒙
顿-天津-上海浦东全货运航航线

吉祥航 局内许〔2016〕76号 泰国航线

首都航 局内许〔2016〕75号 沈阳-青岛-墨尔本

天津航 局内许〔2016〕72号 大连-大阪、大连-静冈

天津航 局内许〔2016〕71号 天津-北九州

天津航 局内许〔2016〕70号 天津-乌兰巴托

天津航 局内许〔2016〕69号 天津-符拉迪沃斯托克

天津航 局内许〔2016〕68号 天津-福冈

川航 局内许〔2016〕67号 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

川航 局内许〔2016〕66号 成都-济南-名古屋

吉祥航 局内许〔2016〕65号 上海浦东-伊尔库茨克

厦航 局内许〔2016〕64号 厦门-洛杉矶

东航 局内许〔2016〕63号 昆明-青岛-旧金山

国航 局内许〔2016〕62号 深圳-洛杉矶

海航 局内许〔2016〕61号 深圳-奥克兰

东航 局内许〔2016〕60号 北京-杭州-悉尼

国航 局内许〔2016〕59号 深圳-法兰克福

天津航 局内许〔2016〕58号 重庆-莫斯科

首都航 局内许〔2016〕57号 沈阳-大阪、沈阳-静冈、沈阳-冲绳

东航 局内许〔2016〕56号 昆明-济州

东航 局内许〔2016〕55号 宁波-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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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许可文号 航线

厦航 局内许〔2016〕54号 越南航线

吉祥航 局内许〔2016〕53号 越南航线

国航 局内许〔2016〕52号 深圳-墨尔本

航空公司 许可文号 航线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57号 旧金山至杭州

俄罗斯北方之星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58号 索契至乌鲁木齐

韩国济州航空 局外许（2016)59号 大邱至济南

俄罗斯“乌拉尔航空公司”
开放式股份公司

局外许（2016)60号 圣彼得堡至北京

孟加拉蓝天捷运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61号 达卡至广州以及达卡至昆明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62号 吉隆坡至郑州

俄罗斯威姆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63号
圣彼得堡至北京、上海以及莫斯科至
广州

美佳环球航空（马尔代夫）
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64号
马累-吉隆坡-银川，马累-吉隆坡-西
宁

泰新时代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65号 甲米至郑州以及曼谷至福州

韩国德威航空 局外许（2016)69号 首尔至威海

俄罗斯艾菲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73号
莫斯科分别至大连、太原、南昌、重
庆以及圣彼得堡分别至大连、太原、
南昌、重庆

毛里求斯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74号 毛里求斯-广州

马尔代夫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75号 马累-曼谷-成都

俄罗斯“乌拉尔航空公司”
开放式股份公司

局外许（2016)76号 伊尔库茨克至长春

捷星日本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78号
东京分别至上海、广州，大阪分别至
上海、广州

二、外国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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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许可文号 航线

阿塞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空
公司

局外许（2016)79号
巴库-郑州-乌鲁木齐（郑州和乌鲁木
齐航段不得行使国内运载权），巴库
-上海-郑州

尼泊尔喜马拉雅私人航空有
限公司

局外许（2016)80号 加德满都分别至北京、成都及拉萨

卢旺达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81号 基加利-孟买-广州

俄罗斯北风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82号 莫斯科至西安，乌法至北京

土耳其奥努尔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84号 伊斯坦布尔至重庆

日本乐桃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85号 大阪至上海以及东京至上海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86号 曼谷分别至成都、广州、南昌

泰国皇雀航空公共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87号 普吉至广州

印尼狮子航空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88号 巴厘岛分别至上海、重庆

柬埔寨吴哥航空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89号
暹粒分别至北京、重庆，西哈努克至
天津

俄罗斯伊尔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91号 伊尔库茨克分别至大连、沈阳

越南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92号 芽庄至南京

俄罗斯安加拉航空股份公司 局外许（2016)93号 伊尔库茨克至满洲里

越南捷星太平洋航空股份公
司

局外许（2016)94号 芽庄至南京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95号 哥打基纳巴卢至天津

印度尼西亚苏拉维加亚航空 局外许（2016)96号 巴厘岛登巴萨至广州

菲律宾宿务太平洋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97号 卡利博至成都

柬埔寨百善航空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98号
金边至成都、暹粒至成都、金边至重
庆、暹粒至重庆

尼泊尔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99号 加德满都至广州

泰国天景航空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100号 普吉岛至成都

柬埔寨吴哥航空有限公司 局外许（2016)101号 暹粒至南宁

泰新时代航空公司 局外许（2016)102号 曼谷分别至张家界及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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