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境外公司国际航线加班包机

序号 航空公司
航线表

执行时间 批复班次 客货性质 申请类型
境外点 境内点

1 蒙古匈奴航空 乌兰巴托 满洲里 2019年10月 4 客运 包机

2 俄罗斯伊尔航空 汉特曼西斯克 天津、长春 2019年10月 1.5 客运 包机

3 俄罗斯伊尔航空 汉特曼西斯克 天津 2019年10月 0.5 客运 包机

4 俄罗斯乌拉尔航空 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 北京 2019年10月 1 客运 包机

5 朝鲜高丽航空 平壤 济南 2019年10月 5 客运 包机

6 朝鲜高丽航空 平壤 大连 2019年10月 3 客运 包机

7 俄罗斯ATRAN LLC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杭州 2019年10月/11月 5.5 全货 包机

8 白俄罗斯航空公司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哈巴罗夫斯克 北京 2019年10月 1 客运 包机

9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阿巴坎 杭州 2019年10月 2 全货 包机

10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杭州 2019年10月 3.5 全货 包机

11 美国西部环球航空 芝加哥 上海浦东 2019年10月 2 全货 包机

12 俄罗斯ATRAN LLC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西安 2019年10月/11月 8.5 全货 包机

13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司 暹粒 遵义 2019年11月 7 客运 包机

14 越南捷星太平洋航空股份公司 胡志明 黄山 2019年11月 7 客运 包机

15 菲律宾皇家航空 克拉克 张家界 2019年10月 10 客运 包机

16 泰国皇雀航空公共有限公司 曼谷 临沂 2019年11月 6 客运 包机

17 美国康尼航空 辛辛那提 上海浦东 2019年11月 4 全货 包机

18 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 塔什干 乌鲁木齐 2019年11月 12 全货 包机

19 菲律宾皇家航空 宿务 宜昌 2019年11月 6 客运 包机



20 美国康尼航空 纽约 青岛 2019年10月 2 全货 包机

21 美国康尼航空 芝加哥 合肥 2019年10/11月 6.5 全货 包机

22 美国康尼航空 迈阿密 合肥 2019年10月 2 全货 包机

23 美国康尼航空 芝加哥 无锡 2019年11月 3.5 全货 包机

24 蒙古航空公司 乌兰巴托 三亚 2019年11月 5 客运 包机

25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新西伯利亚 杭州 2019年11月 8.5 全货 包机

26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乌兰乌德、阿巴坎 哈尔滨 2019年10月 1 全货 包机

27 越南越捷航空股份公司 芽庄 临沂 2019年11月 7 客运 包机

28 马来西亚马印航空 凌家卫 遵义 2019年11月 14 客运 包机

29 白俄罗斯Rada Airlines LLC 重庆 巴斯拉 2019年10月 0.5 全货 包机

30 俄罗斯乌拉尔航空 索契、叶卡捷琳堡 北京 2019年11月 1 客运 包机

31 芬兰航空公司 努尔苏丹、海参崴 北京 2019年11月 1 客运 包机

32 印尼城市快线航空公司 梭罗 昆明 2019年11月 3 客运 包机

33 美国康尼航空 芝加哥 青岛 2019年11月 0.5 全货 包机

34 俄罗斯亚马尔航空公司 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 北京 2019年11月 1 客运 包机

35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新西伯利亚 杭州 2019年11月 5 全货 包机

36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杭州 2019年11月 13 全货 包机

37 环球货运航空公司 布拉迪斯拉法 南昌 2019年11月 16 全货 包机

38 美国国家航空公司 芝加哥 郑州 2019年11月 0.5 全货 包机

39 泰国皇雀航空公共有限公司 曼谷 遵义 2019年11月 13 客运 包机

40 新加坡航空公司 新加坡 银川 2019年11月 0.5 全货 包机

41 美国西部环球航空 芝加哥 上海浦东 2019年11月 3.5 全货 包机

42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 哈尔滨 2019年10月 1 全货 加班



43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叶卡捷琳堡 哈尔滨 2019年10月 1 全货 加班

44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叶卡捷琳堡、哈巴罗夫斯克 哈尔滨 2019年10月 1 全货 加班

45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卢森堡、芝加哥 郑州 2019年10/11月 6 全货 加班

46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卢森堡、伦敦 郑州 2019年11月 9 全货 加班

47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卢森堡 郑州 2019年11月 9 全货 加班

48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亚的斯亚贝巴 广州 2019年10/11月 13 全货 加班

49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莫斯科 郑州、成都 2019年10月 1 全货 加班

50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莫斯科 郑州 2019年10/11月 2 全货 加班

51 俄罗斯艾菲航空公司 莫斯科 南京 2019年10/11月 5 全货 加班

52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司 暹粒 恩施 2019年11月 7 客运 加班

53 俄罗斯天门航空公司 新西伯利亚 郑州 2019年10/11月 6 全货 加班

54 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 法兰克福 上海浦东 2019年11月 5 全货 加班

55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哈巴罗夫斯克 郑州 2019年11月 1 全货 加班

56 美国天空租赁航空公司 哈利法克斯、芝加哥 长沙 2019年11月 7 全货 加班

57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莫斯科 重庆 2019年11月 4 全货 加班

58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卢森堡、布达佩斯 郑州 2019年11月 4 全货 加班

59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列日、亚的斯亚贝巴 广州 2019年11月 4 全货 加班

60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列日、德里、亚的斯亚贝巴 上海浦东 2019年11月 2 全货 加班

61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大阪、首尔 深圳 2019年11月 5 全货 加班

62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新西伯利亚 郑州 2019年11月 3 全货 加班

63 阿塞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空公司 巴库 郑州 2019年11月 4 全货 加班

64 以色列CAL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列日、特拉维夫 郑州 2019年11月 4 全货 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