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国内公司国际航线加班包机

序号 航空公司
航线表

执行时间 执行班次 客货性质 申请类型
境内点 境外点

1 东航 福州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2 东航 杭州 洛杉矶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3 东航 杭州 洛杉矶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包机
4 东航 杭州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包机
5 东航 济南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6 东航 上海浦东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8月 3 客改货 包机
7 东航 杭州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22 客改货 包机
8 东航 福州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17 客改货 包机
9 东航 上海浦东 吉隆坡 2021年8月 4 客改货 包机
10 东航 福州 马尼拉 2021年9月 9 客改货 包机
11 东航 上海浦东 卢森堡 2021年9月 8 客改货 包机
12 东航 杭州 洛杉矶 2021年8月 2 客改货 包机
13 东航 福州 洛杉矶 2021年9月 9 客改货 包机
14 东航 福州 洛杉矶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包机
15 东航 济南 洛杉矶 2021年9月 29 客改货 包机
16 东航 深圳、上海浦东 洛杉矶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包机
17 东航 上海浦东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9 客改货 包机
18 东航 上海浦东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包机
19 东航 杭州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包机
20 东航 厦门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包机
21 东航 上海浦东 河内 2021年9月 12 客改货 包机
22 东航 济南 洛杉矶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23 国航 重庆 法兰克福 2021年8月 3 客改货 加班
24 国航 北京首都 旧金山 2021年8月 24 客改货 加班
25 国航 北京首都 纽约肯尼迪 2021年8月 17 客改货 加班
26 国航 北京首都 纽约肯尼迪 2021年8月 7 客改货 加班
27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28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29 国航 北京首都 东京成田 2021年8月 1 客运 包机
30 国航 北京首都 东京成田 2021年8月 1 客运 包机
31 国航 北京首都 东京成田 2021年8月 1 客运 包机
32 国航 北京首都 东京成田 2021年8月 1 客运 包机
33 国航 北京首都 东京成田 2021年8月 1 客运 包机
34 国航 北京首都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8月 32 客改货 加班
35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36 国航 北京首都 法兰克福 2021年8月 17 客改货 加班
37 国航 北京首都 洛杉矶 2021年8月 18 客改货 加班
38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39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40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2 客改货 加班
41 国航 北京首都 东京成田 2021年9月 1 客运 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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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航 北京首都 东京成田 2021年9月 1 客运 包机
43 国航 北京首都 纽约肯尼迪 2021年8月，2021年9月 19 客改货 加班
44 国航 北京首都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31 客改货 加班
45 国航 北京首都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加班
46 国航 北京首都 洛杉矶 2021年9月 95 客改货 加班
47 国航 北京首都 纽约肯尼迪 2021年9月 62 客改货 加班
48 国航 北京首都 纽约肯尼迪 2021年9月 9 客改货 加班
49 国航 北京首都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31 客改货 加班
50 国航 上海浦东 首尔仁川 2021年9月 30 客改货 加班
51 国航 上海浦东 迪拜 2021年9月 31 客改货 加班
52 国航 上海浦东 悉尼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加班
53 国航 成都双流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20 客改货 加班
54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55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56 国航 上海浦东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加班
57 国航 重庆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17 客改货 加班
58 国航 上海浦东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加班
59 国航 上海浦东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加班
60 国航 重庆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21 客改货 加班
61 国航 重庆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加班
62 国航 成都双流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加班
63 国航 上海浦东 新加坡 2021年9月 15 客改货 加班
64 国航 重庆 迪拜 2021年9月 8 客改货 加班
65 国航 北京首都 悉尼 2021年9月 31 客改货 加班
66 国航 北京首都 法兰克福 2021年9月 35 客改货 加班
67 国航 北京首都 巴黎戴高乐 2021年9月 35 客改货 加班
68 国航 北京首都 曼谷 2021年9月 35 客改货 加班
69 国航 北京首都 新加坡 2021年9月 17 客改货 加班
70 国航 成都双流 新加坡 2021年9月 30 客改货 加班
71 国航 北京首都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31 客改货 加班
72 国航 北京首都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35 客改货 加班
73 国航 成都双流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9 客改货 加班
74 国航 重庆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加班
75 国航 北京首都 仰光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加班
76 国货航 南昌 列日 2021年8月 1 全货 加班
77 国货航 上海浦东 法兰克福 2021年8月 1 全货 加班
78 国货航 上海浦东 法兰克福 2021年8月 1 全货 加班
79 国货航 上海浦东 芝加哥 2021年8月 3 全货 加班
80 国货航 上海浦东、南昌 纽约肯尼迪 2021年8月 7 全货 加班
81 国货航 杭州 列日 2021年9月 1 全货 加班
82 国货航 上海浦东 洛杉矶 2021年9月 8 全货 加班
83 国货航 上海浦东 东京成田 2021年9月 1 全货 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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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国货航 北京首都 法兰克福 2021年8月，2021年9月 26 全货 包机
85 国货航 杭州 阿姆斯特丹 2021年8月，2021年9月 5 全货 包机
86 国货航 北京首都 纽约肯尼迪 2021年8月，2021年9月 16 全货 包机
87 国货航 北京首都 纽约肯尼迪 2021年8月，2021年9月 21 全货 包机
88 国货航 北京首都 芝加哥 2021年8月，2021年9月 16 全货 包机
89 国货航 北京首都 芝加哥 2021年8月，2021年9月 21 全货 包机
90 国货航 北京首都 洛杉矶 2021年8月，2021年9月 17 全货 包机
91 国货航 北京首都 洛杉矶 2021年8月，2021年9月 21 全货 包机
92 国货航 杭州 芝加哥 2021年8月，2021年9月 11 全货 包机
93 国货航 杭州 马德里 2021年9月 17 全货 包机
94 海航 海口 巴黎戴高乐 2021年9月 8 客改货 包机
95 海航 北京首都 温哥华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包机
96 海航 上海浦东 温哥华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包机
97 海航 上海浦东 洛杉矶 2021年9月 13 客改货 包机
98 金鹏航 上海浦东 首尔仁川 2021年8月 3 全货 包机
99 金鹏航 南京 阿姆斯特丹 2021年9月 17 全货 包机
100 金鹏航 上海浦东 大阪 2021年9月 22 全货 包机
101 金鹏航 上海浦东 阿姆斯特丹 2021年9月 8 全货 加班
102 龙浩航 无锡 首尔仁川 2021年9月 30 全货 包机
103 龙浩航 深圳 达卡 2021年9月 30 全货 包机
104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金边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包机
105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曼谷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包机
106 南航 青岛、广州 多伦多 2021年8月 2 客改货 包机
107 南航 成都双流、广州 旧金山 2021年8月 5 客改货 包机
108 南航 沈阳 伦敦希思罗 2021年8月 6 客改货 包机
109 南航 郑州、广州 温哥华 2021年8月 2 客改货 包机
110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基辅鲍里斯波尔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包机
111 南航 郑州、广州 温哥华 2021年9月 6 客改货 包机
112 南航 青岛、广州 多伦多 2021年9月 17 客改货 包机
113 南航 武汉、广州 多伦多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114 南航 郑州、广州 温哥华 2021年9月 10 客改货 包机
115 南航 成都双流、广州 旧金山 2021年9月 7 客改货 包机
116 南航 沈阳 旧金山 2021年9月 14 客改货 包机
117 南航 太原、广州 旧金山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包机
118 南航 广州、海口 米兰马尔彭萨 2021年9月 9 客改货 包机
119 南航 沈阳 伦敦希思罗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包机
120 南航 广州 河内 2021年9月 22 客改货 包机
121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阿拉木图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122 南航 武汉、广州 多伦多 2021年9月 2 客改货 包机
123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金边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124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曼谷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包机
125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金边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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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南航 北京大兴、广州 杜尚别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包机
127 厦门航 厦门 洛杉矶 2021年9月 1 客改货 加班
128 上海航 宁波 布达佩斯 2021年9月 5 客改货 包机
129 上海航 宁波 布达佩斯 2021年9月 4 客改货 包机
130 四川航 成都双流 布鲁塞尔 2021年8月 1 全货 包机
131 四川航 成都双流 鄂姆斯克 2021年8月 1 客改货 包机
132 四川航 成都双流 鄂姆斯克 2021年8月 1 客运 包机
133 四川航 成都双流 布鲁塞尔 2021年9月 2 全货 加班
134 四川航 重庆、成都双流 达卡 2021年9月 4 全货 包机
135 四川航 重庆 达卡 2021年9月 4 全货 包机
136 天津货航 南宁 仰光 2021年8月 7 全货 包机
137 天津货航 南宁 仰光 2021年8月 2 全货 包机
138 邮政航 广州 东京成田 2021年8月 4 全货 包机
139 邮政航 大连 首尔仁川 2021年9月 9 全货 包机
140 邮政航 西安 首尔仁川 2021年9月 5 全货 加班
141 邮政航 大连 大阪 2021年9月 9 全货 包机
142 邮政航 广州 东京成田 2021年9月 18 全货 包机
143 邮政航 南京 大阪 2021年9月 13 全货 包机
144 邮政航 昆明 曼谷 2021年9月 18 全货 包机
145 圆通航 北京首都、义乌 万象 2021年8月 1 全货 包机
146 圆通航 杭州 东京成田 2021年8月 5 全货 加班
147 圆通航 昆明 达卡 2021年9月 30 全货 包机
148 圆通航 西安 达卡 2021年9月 21 全货 加班
149 圆通航 昆明 仰光 2021年9月 30 全货 包机
150 圆通航 昆明 达卡 2021年9月 13 全货 包机
151 圆通航 青岛 东京成田 2021年9月 8 全货 加班
152 圆通航 杭州 东京成田 2021年9月 8 全货 加班
153 中货航 上海浦东 亚美利加 2021年8月 1 全货 包机
154 中货航 深圳 阿姆斯特丹 2021年9月 13 全货 包机
155 中货航 上海浦东 阿姆斯特丹 2021年9月 9 全货 加班
156 中货航 上海浦东 东京成田 2021年9月 4 全货 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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