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夏秋航季季中第一次颁发、换发和注销国内航线经营许可信息通告 

序号 性质 类型 公司 航线（往返） 拟开航日期 初始班次 

1 新增许可 核准 东航 上海=九江=昆明 2019.8.1 8 

2 新增许可 核准 东航 昆明=昭通=上海 2019.7.1 6 

3 新增许可 核准 东航 上海=信阳=重庆 2019.6.20 14 

4 新增许可 核准 厦门航 长沙=上海 2019.9.1 12 

5 新增许可 核准 昆明航 昆明=广州 2019.6.20 14 

6 换发许可 核准 重庆航 北京=重庆 2019.6.17 - 

7 换发许可 核准 重庆航 广州=重庆 2019.6.17 - 

8 换发许可 核准 重庆航 上海=重庆 2019.6.17 - 

9 换发许可 核准 重庆航 北京=重庆=迪庆 2019.6.17 - 

10 换发许可 核准 深航 沈阳=上海 2019.6.17 - 



11 换发许可 核准 深航 深圳=宜春=北京 2019.6.17 - 

12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南苑=巴中 2019.6.25 14 

13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上海=临汾 2019.6.25 14 

14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上海=兴义 2019.6.25 14 

15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上海=陇南 2019.6.25 14 

16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上海=榆林 2019.6.25 14 

17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上海=长白山 2019.6.25 14 

18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上海=石家庄=呼和浩

特 
2019.6.25 14 

19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北京=哈尔滨 2019.6.25 14 

20 新增许可 登记 国航 北京=哈密 2019.6.21 14 

21 新增许可 登记 上航 上海=西宁 2019.7.1 14 

22 新增许可 登记 金鹏航 上海=乌鲁木齐=伊宁 2019.7.1 14 

23 新增许可 登记 金鹏航 上海=兰州=伊宁 2019.7.1 14 



24 新增许可 登记 南航 广州=兰州=张掖 2019.7.19 14 

25 新增许可 登记 海航 北京=牡丹江 2019.7.1 14 

26 新增许可 登记 东航 上海=西昌 2019.7.1 14 

27 新增许可 登记 东航 上海=石家庄 2019.7.1 14 

28 新增许可 登记 东航 上海=石家庄=海拉尔 2019.7.1 14 

29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航货运 广州=太原（货运） 2019.9.10 2 

30 新增许可 登记 九元航 广州=哈尔滨 2019.7.1 14 

31 新增许可 登记 九元航 广州=石家庄 2019.7.1 14 

32 新增许可 登记 九元航 广州=银川 2019.7.1 14 

序号 性质 类型 公司 航线 注销时间 

1 注销 核准 昆明航 广州=郑州=昆明 2019.6.17 

2 注销 核准 深航 广州=海口 2019.6.17 



3 注销 登记 深航 广州=乌鲁木齐 2019.6.17 

4 注销 登记 深航 广州=海拉尔 2019.6.17 

5 注销 登记 金鹏航 上海=绵阳 2019.6.17 

6 注销 登记 国航 广州=银川 2019.6.17 

7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南苑=合肥=揭阳潮汕 2019.6.17 

8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南苑=黄山 2019.6.17 

9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南苑=合肥=珠海 2019.6.17 

10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南苑=连云港=温州 2019.6.17 

 

 

民航局运输司         

2019 年 7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