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局 2019/20年冬春航季颁发、换发和注销国内航线经营许可信息通告 

序号 性质 类型 航司 航线(往返) 拟开航日期 初始班次 

1 新增许可 核准 东航 北京=巴中=昆明 2019.10.27 14 

2 新增许可 核准 东航 上海=长沙=昆明 2019.10.27 14 

3 新增许可 核准 海航 北京=武汉=海口 2019.10.27 14 

4 新增许可 核准 海航 北京=东营=福州 2019.10.27 14 

5 新增许可 核准 海航 广州=三明=青岛 2019.10.27 12 

6 新增许可 核准 上海航 上海=大连=牡丹江 2019.10.27 14 

7 新增许可 核准 金鹏航 上海=青岛 2019.10.27 14 

8 新增许可 核准 金鹏航 上海=郑州=乌鲁木齐 2019.10.27 14 

9 新增许可 核准 厦门航 北京=武夷山=厦门 2019.10.27 10 

10 新增许可 核准 河北航 北京=成都 2019.10.27 14 

11 新增许可 核准 河北航 北京=三亚 2019.10.27 14 

12 新增许可 核准 河北航 北京=西安 2019.10.27 14 

13 新增许可 核准 河北航 北京=杭州 2019.10.27 14 

14 新增许可 核准 河北航 北京=贵阳 2019.12.1 6 

15 新增许可 核准 吉祥航 上海=岳阳=昆明 2019.10.27 8 

16 新增许可 核准 吉祥航 上海=贵阳=西双版纳 2019.10.27 6 

17 新增许可 核准 深圳航 广州=青岛 2019.10.27 14 

18 新增许可 核准 首都航 北京=合肥=三亚 2019.10.27 14 

19 新增许可 核准 长龙航 北京=榆林=杭州 2019.10.27 14 

20 新增许可 核准 中联航 北京=吕梁=昆明 2019.10.27 8 

21 新增许可 登记 国航 上海=大庆 2019.10.27  14 

22 新增许可 登记 东航 上海=南宁 2019.10.27  28 

23 新增许可 登记 东航 上海=淮安=西宁 2019.10.27  14 

24 新增许可 登记 东航 上海=烟台=朝阳 2019.10.27  14 

25 新增许可 登记 东航 北京=南昌=湛江 2019.10.27  14 

26 新增许可 登记 南航 广州=淮安 2019.10.27  14 

27 新增许可 登记 南航 广州=台州 2019.10.27  14 

28 新增许可 登记 南航 广州=西昌 2019.10.27  14 

29 新增许可 登记 南航 广州=巫山 2019.10.27  14 

30 新增许可 登记 南航 齐齐哈尔=沈阳=广州 2019.10.27  14 

31 新增许可 登记 上海航 北京=银川 2019.10.27  14 

32 新增许可 登记 上海航 上海=烟台=鸡西 2019.10.27  14 



33 新增许可 登记 海航 广州=忻州=天津 2019.10.27  8 

34 新增许可 登记 海航 广州=唐山=长春 2019.10.27  14 

35 新增许可 登记 海航 广州=三明=郑州 2019.10.27  14 

36 新增许可 登记 海航 北京=东营 2019.10.27  14 

37 新增许可 登记 春秋航 上海=遵义 2019.10.27  14 

38 新增许可 登记 春秋航 上海=石家庄=张家口 2019.10.27  8 

39 新增许可 登记 吉祥航 上海=池州=西双版纳 2019.10.27  8 

40 新增许可 登记 祥鹏航 北京=腾冲=西双版纳 2019.10.27  8 

41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长春 2019.10.27  14 

42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珠海 2019.10.27  14 

43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上海=哈尔滨 2019.10.27  14 

44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淮安=南昌 2019.10.27  14 

45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长治=南昌 2019.10.27  14 

46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三明 2019.10.27  14 

47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松原 2019.10.27  14 

48 新增许可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营口=牡丹江 2019.10.27  14 

49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桂林 2019.10.27  14 

50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绵阳 2019.10.27  14 

51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扬州 2019.10.27  14 

52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南通 2019.10.27  14 

53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兴义 2019.10.27  14 

54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长春 2019.10.27  14 

55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南昌 2019.10.27  14 

56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银川 2019.10.27  14 

57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兰州 2019.10.27  14 

58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遵义 2019.10.27  14 

59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南京 2019.10.27  14 

60 新增许可 登记 河北航 北京=井冈山 2019.10.27  14 

61 新增许可 登记 九元航 广州=南通  2019.10.27  14 

62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成都 2019.10.11 ﹣ 

63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池州=厦门 2019.10.11 ﹣ 

64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福州 2019.10.11 ﹣ 

65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阜阳=深圳 2019.10.11 ﹣ 

66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广州 2019.10.11 ﹣ 

67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汉中=昆明 2019.10.11 ﹣ 



68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三亚 2019.10.11 ﹣ 

69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厦门 2019.10.11 ﹣ 

70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上海 2019.10.11 ﹣ 

71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深圳 2019.10.11 ﹣ 

72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十堰=广州 2019.10.11 ﹣ 

73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长治=长沙 2019.10.11 ﹣ 

74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日照=深圳 2019.10.11 ﹣ 

75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乌兰浩特=北京=厦门 2019.10.11 ﹣ 

76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吕梁=海口 2019.10.11 ﹣ 

77 换发 核准 中联航 北京=大连=海拉尔 2019.10.11 ﹣ 

78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安顺 2019.10.11 ﹣ 

79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巴中 2019.10.11 ﹣ 

80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白城 2019.10.11 ﹣ 

81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毕节 2019.10.11 ﹣ 

82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池州 2019.10.11 ﹣ 

83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大同=银川 2019.10.11 ﹣ 

84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东营 2019.10.11 ﹣ 

85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东营=佛山 2019.10.11 ﹣ 

86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哈尔滨 2019.10.11 ﹣ 

87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汉中 2019.10.11 ﹣ 

88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合肥=佛山 2019.10.11 ﹣ 

89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衡阳 2019.10.11 ﹣ 

90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怀化 2019.10.11 ﹣ 

91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淮安 2019.10.11 ﹣ 

92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惠州 2019.10.11 ﹣ 

93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连城 2019.10.11 ﹣ 

94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连城=佛山 2019.10.11 ﹣ 

95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连云港 2019.10.11 ﹣ 

96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临沂 2019.10.11 ﹣ 

97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陇南 2019.10.11 ﹣ 

98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吕梁=珠海 2019.10.11 ﹣ 

99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牡丹江 2019.10.11 ﹣ 

100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南阳 2019.10.11 ﹣ 

101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宁波 2019.10.11 ﹣ 

102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齐齐哈尔 2019.10.11 ﹣ 



103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庆阳=兰州 2019.10.11 ﹣ 

104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衢州 2019.10.11 ﹣ 

105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日照 2019.10.11 ﹣ 

106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三明=佛山 2019.10.11 ﹣ 

107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上饶=惠州 2019.10.11 ﹣ 

108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十堰=佛山 2019.10.11 ﹣ 

109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松原=牡丹江 2019.10.11 ﹣ 

110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铜仁 2019.10.11 ﹣ 

111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威海 2019.10.11 ﹣ 

112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温州 2019.10.11 ﹣ 

113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乌鲁木齐 2019.10.11 ﹣ 

114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梧州 2019.10.11 ﹣ 

115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襄阳 2019.10.11 ﹣ 

116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襄阳=佛山 2019.10.11 ﹣ 

117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信阳=佛山 2019.10.11 ﹣ 

118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兴义 2019.10.11 ﹣ 

119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烟台 2019.10.11 ﹣ 

120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延安 2019.10.11 ﹣ 

121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盐城 2019.10.11 ﹣ 

122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伊春 2019.10.11 ﹣ 

123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营口=哈尔滨 2019.10.11 ﹣ 

124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榆林 2019.10.11 ﹣ 

125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榆林=金昌 2019.10.11 ﹣ 

126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岳阳 2019.10.11 ﹣ 

127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舟山 2019.10.11 ﹣ 

128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永州 2019.10.11 ﹣ 

129 换发 登记 中联航 呼和浩特=北京=宁波 2019.10.11 ﹣ 

130 换发 登记 邮政航 天津=上海 2019.10.11 ﹣ 

序号 性质 类型 公司 航线（往返） 注销日期 

1 注销 核准 深圳航 广州=南昌=青岛 2019.10.11 

2 注销 核准 深圳航 深圳=南昌=上海 2019.10.11 

3 注销 核准 东航 上海=青岛=牡丹江 2019.10.11 

4 注销 登记 东航 上海=济南=兰州 2019.10.11 

5 注销 登记 东航 上海=兰州=敦煌 2019.10.11 

6 注销 登记 东航 上海=黎平 2019.10.11 



7 注销 核准 南航 广州=南京=锦州 2019.10.11 

8 注销 核准 南航 广州=南京=临汾 2019.10.11 

9 注销 核准 南航 广州=昆明=丽江 2019.10.11 

10 注销 核准 南航 深圳=上海=沈阳 2019.10.11 

11 注销 登记 南航 上海=南阳 2019.10.11 

12 注销 登记 南航 上海=乌鲁木齐=阿克苏 2019.10.11 

13 注销 登记 南航 北京=哈尔滨=伊春 2019.10.11 

14 注销 登记 南航 广州=海拉尔 2019.10.11 

15 注销 登记 南航 广州=南昌=哈尔滨 2019.10.11 

16 注销 登记 南航 广州=张家界=银川 2019.10.11 

17 注销 登记 首都航 广州=郑州=哈尔滨 2019.10.11 

18 注销 登记 首都航 广州=天津 2019.10.11 

19 注销 登记 吉祥航 上海=池州=兰州 2019.10.11 

20 注销 登记 上海航 上海=烟台=沈阳 2019.10.11 

21 注销 登记 上海航 上海=青岛=沈阳 2019.10.11 

22 注销 登记 乌鲁木齐航 乌鲁木齐=上海 2019.10.11 

23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白城=海拉尔 2019.10.11 

24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佛山 2019.10.11 

25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金昌 2019.10.11 

26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鄂尔多斯=北京=烟台 2019.10.11 

27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大连 2019.10.11 

28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铜仁=海口 2019.10.11 

29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海口 2019.10.11 

30 注销 登记 中联航 北京=陇南=昆明 2019.10.11 

 

                                                                    2019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