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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航空公司简介

• 一家夏威夷的航空公司

– 1929年成立于夏威夷

– 总部和主要枢纽均位于檀香山(火奴鲁鲁）

• 业内领先的服务——安全、可靠

– 独特的品牌：Hawai‘i flies with Us 

– 在中国，2016年我们的推广语是：夏威夷航空 飞・常美好
– 连续12年全美航空公司航班准点率名列第一的航空公司

• 不断扩展的全球航线网络

– 在美国本土的11个城市以及12个国际城市提供往返夏威夷的服务

– 每日运营200余次航班

***2014年4月18日开通往返于夏威夷和北京的航空服务，每周三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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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的待客之道

• 夏威夷岛国文化的独特
了解

• 温暖友善的服务精神

• 对乘客的需求以及文化
保持高度敏感

我们的品牌成就了
我们的独一无二

3



不断扩大并更新我们的航线与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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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构建优质、高效机队，谋求可持续发展

北美和国际地区

• **  最终的座位数和机舱结构待定

夏威夷群岛 未来

波音 717-200

ATR 42-500

空客A330-200

波音767-300ER/EM

空客A350-800

空客A321neo

18 架

12 架

22 架
（14架已交付/ 8架交付中 / 3 架购买权）

6 架交付中
6 架购买权

3 架* 16 架交付中 
9 架选择权

载客人数：118-123人
商务舱：8个座位/经济舱：110-115个座位

载客人数： 190 人**
载客人数： 252-264 人

商务舱： 18个座位/经济舱： 234-246 个座

载客人数： 294 人
商务舱：18个座位 / 经济舱：276个座位

载客人数： 48 个人
经济舱： 48个座位

载客人数：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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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客车 A330-200
(国际航线，北美航线)

经济舱单排座椅配置 2-4-2

公务舱: 18席

优逸经济舱：40席

经济舱: 236席

总坐席数: 294席

 

波音 B767-300ER
(有限国际航线，北美航线)

经济舱单排座椅配置 2-3-2

公务舱: 18席

经济舱: 234-246席

总坐席数： 252-264席

波音 Boeing B717
(夏威夷群岛航线)

经济舱单排座椅配置 2-3

公务舱: 8席

经济舱: 110-115席

总坐席数: 118-123席

为度假旅游市场订制的的座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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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细腻的原汁原味夏威夷风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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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机舱服务反映着我们浓郁，好客的岛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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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舱
Business Class

• 优先免费行李托运

• 免费享用夏威夷航空与联

运航空公司贵宾室

• 优先登机

• 夏威夷区域菜肴著名主厨     

Chai Chaosawaree精心特

制， 多元化的机上餐点

• 随选视讯功能个人机上娱

乐系统以及抗噪音耳机

• 特制夏威夷式绣花棉被与

枕头

• 个人化机内用品



我们的优逸经济舱(Extra Comfort)深植於夏
威夷热情传统, 提供旅客更舒适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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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逸经济舱
 Extra Comfort
全新超级经济舱体验

• 座椅间距加大12公分

• 优先登机

• 个人电源插座

• 美国国内航线

- 免费享用靠枕及盖毯

- 免费观赏“Unlimited TV & 

More”个人娱乐节目

• 国际航线

- 免费享用夏威夷航空纪念靠枕

及盖毯

- 免费的无限观赏个人随选娱乐

系统所有节目，包括电影、电

视节目、遊戏、音乐及更多其

他影音选项

- 升级特制餐点



“Mea Ho‘okipa”是我们独有的夏威夷式待
客之道， 提供所有旅客殷勤款待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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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舱
Economy Class

• 所有航线均免费提供
餐点服务

• 畅饮无酒精饮料
• 免费的个人随选娱乐
系统，包括电影、电
视节目、遊戏、音乐
及更多其他影音选项

• 所有座椅均配置USB插
座

• 免费耳机
• 国际航线
- 免费享用靠枕及盖毯

（美国国内线可选购）
- 免费盥洗包

• 免费的 Hana Hou! 机
内杂誌



我们的区域子公司(‘OHANA by Hawaiian)为
旅客带来增加更多的岛际航线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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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oka‘i

Lana‘i



名主厨Chai Chaosawaree为我们量身特制的
夏威夷特色空中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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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公务舱还是经济舱，每一份餐点都呈
现着夏威夷独特的饮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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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航班安排，确保在夏威夷的停留时间最大化

航班 航线 出发 抵达 班次

HA898 PEK-HNL 0110 1625 (-1) 星期三，五，日

HA897 HNL-PEK 2300 0550 (+2) 星期二，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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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夏威夷州
无与伦比的表现

超过85%的客运份额

无可比拟的航线网络及航班
时刻表

最具竞争力的地位（成本、
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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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3月起：
（火奴鲁鲁）檀香山/欧胡岛- 拉拿夷岛
（火奴鲁鲁）檀香山/欧胡岛 - 摩洛卡伊岛 

2014年夏季季节性航班
卡互陆伊/茂宜岛 - 可纳/夏威夷大岛
卡互陆伊/茂宜岛 - 希罗/夏威夷大岛
卡互陆伊/茂宜岛 - 摩洛卡伊岛



主要产品

�夏威夷一地：火奴鲁鲁单点
SHA-PEK-HNL-PEK-SHA

�夏威夷一地: 多岛行
  赠送任意一个外岛往返，不限在外岛的停留时间，即

SHA-PEK-HNL-OGG-HNL-PEK-SHA
SHA-PEK-HNL-OGG-ITO | KOA-HNL-PEK-SHA

***如果以上行程出在一个HA PNR上可以允许全程2件免费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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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西海岸地区是指夏威夷航空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
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
的现有市场
来源：美国运输部

北美地区
公认的领导者

从西海岸到夏威夷的最大
航空公司1

-最大的客运份额（28%）

-最多的门户城市（10个） 

北美地区11个门户城市

- 2014年7月 洛杉矶-卡互陆伊
（茂宜岛）航线增班为全年
性航班 

- 2014年暑期新增航线：

• 洛衫矶 - 可纳

• 洛衫矶 - 利互也

• 奥克兰 - 可纳

• 奥克兰 - 利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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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夏威夷 + 美西
SHA-PEK-HNL-WC（LAX/LAS/SFO..)-HNL-PEK-
SHA

�夏威夷 + 美东西海岸
SHA-PEK-HNL-JFK | WC（LAX/LAS/SFO..) -
HNL-PEK-SHA

***如果以上行程出在一个HA PNR上可以允许全程2件免费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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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线
自2010年以来快速发展

2004–悉尼

2010–东京（羽田机场）

2011–首尔（仁川机场）

2011–大阪（关西机场）

2012–札幌（新千岁机场）

2012–布里斯班

2013–奥克兰 （新西兰）

2014–北京

2016-东京（成田机场）

-19-19



夏威夷航空公司票价规则



HA票价（北京出发）

散客票价： 夏威夷一地(HA订座舱位：P; I/ M/ G/ H)

XS FSD PEKHNL/DATE/HA/X/ *RT

部分票价规则：
1. 首段航班起飞前14天预定后7天之内出票,或起飞前13天预订后3天之内出票。

2. 回程不可OPEN.

3. 改期为人民币1000元。机票全部未使用可退票,退票费为人民币1500。 部分使用不得
退票，且税也不退。全部操作必须于起飞前24小时以外完成，否则视为NO-SHOW



基本票价规则
夏威夷航空公司机票的标准条款和条件
机票不得转让。 

•全程未使用的客票有效期从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部分行程未使用的剩余行程的机票有效期从该原始客票首段使用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乘机联必须按照出票顺序使用。 

•对机票日期/航班、路线或其他变动时，除了收取适用的更改费外，还要向旅
客收取适用票价差额（大于0元）；如果适用票价差额小于0元，将不予以退款。 

•如果您单独购买的其他航空公司或者HA的机票起飞时间少于HA要求的最短
转机时间，HA将无法将你的交运行李联运到你单独购买的机票的目的地机场。

•No-show机票自动作废，不予退款;罚则详见白屏No-show处理规定

•票价和机票规则无须通知随时可能变化。 

•其他限制条件也可能适用。



美国国内机票规则

仅夏威夷州内旅行的机票规则

•如需变更岛际航程的日期/航班或路线，每张机票将被收取30 美元的变
更费及相应的票价差额。如果适用票价差额小于0元，不予退款。 

•不允许候补。

夏威夷到美国本土机票规则
•夏威夷到美国本土机票的日期/航班或航线更改，将收取每张票200美元
的更改费加适用票价差额。如果适用票价差额小于0元，不予退款。 

•不允许候补。



中国出发的机票规则

• 航班起飞前进行日期/航班或航线更改，将根据票价
规则收取1000元改期费加适用票价差额。如果适用票
价差额低于0元，不予退款。 

• No-show机票自动作废，不予退款。

• 不允许候补。

注意：
经过日本转机，如果当日不能转机，中国旅客必须提
前办理过境签证，否则可能被拒绝登机或遣返。旅客
将承担所有相关费用。



儿童及婴儿票
仅在美国境内的旅行
•儿童与成人同价,婴儿(不占座)的票价，以E-TERM系统Q出来的价格为准，预定
记录中需要输入婴儿的SFPD信息。
•婴儿预定需在XN项中的名字后面以INF表示,儿童预定在OSI项中注明出生年月
日。国际客票同样要求。

美国和国际航站之间的旅行
• 提供儿童（2-11岁）优惠票价。票价为成人基准票价的75%，具体票价根
据不同航线和舱位而定。

• 提供婴儿(两岁以内）优惠票价。票价为成人基准票价的10%。税收和其他
费用也适用于坐在成人膝上的不占座婴儿票。(亦可携带经HA允许的婴儿
摇篮登机）。

• 儿童/婴儿优惠机票只能通过当地销售代理进行预订。

其他规定
•每个成人限携带一名婴儿（不占座）登机，携带儿童登机数量不限。
•美国国内航班允许15岁以上旅客陪同同客舱的12岁以下未成年儿童。
•国际航班允许18岁以上旅客陪同同客舱的12岁以下未成年儿童。



规范操作流程 

• 联程预定航班，禁止在记录中分段销售

• 不允许针对相同日期的同一航段不断地采取取消和再订位的操作

• 已售机票，若旅客不成行，需在航班出发前取消座位，否已售机票，若旅客不成行，需在航班出发前取消座位，否

则视为则视为no-showno-show，机票作废，将无法再次改期使用，机票作废，将无法再次改期使用

••任何没有出票的任何没有出票的PNR,PNR,请在起飞前主动取消请在起飞前主动取消 ,,或是作废票忘记或是作废票忘记

取消订座取消订座,,  导致航班导致航班no-show,no-show,将以将以ADMADM形式收取罚金形式收取罚金

无论舱位无论舱位，每个国际机票座位，每个国际机票座位   RMB2,000;RMB2,000;每个美每个美国国内机票国国内机票
RMB1,000RMB1,000。。



与外航联运规范操作流程
代理人需严格按照IATA规定选则173客票出票，可在以下情况用 173票
证出票：

• 第一段国际段为HA,PEKHNL

  SHAPEK-CA-PEKHNL-HA-HNLICN-HA-ICNPVG-KE

• 第一段跨洋段为HA，例如ICN-HNL是跨洋段

PVGICN-KE-ICNHNL-HA-HNLICN-HA-ICNPVG-KE- HNLLAX-HA- 

LAXJFK-UA

以下情况不允许使用173票证出票：行程第一段或最后一段为其
他航空公司的国际或跨洋段

HNLLAX-HA-LAXPEK-CA

PEKLAX-CA-LAXHNL-HA-HNLICN-HA-ICNPVG-KE



HA退票流程

•可退机票的退票流程

• 代理需认真阅读系统中的退票规则，如果是可退机票，并明确
知道如何计算退票金额，可以在航信黑屏直接办理退票。

• 如果不确定退票金额，应通过 ASD平台向HA提出申请，以免产
生ADM。

• 退票应该在取消预订后马上办理退票。起飞日之后办理退票，
需通过ASD平台申请。

• 出现No-Show，机票作废不可退票。

•不可退机票的特殊情况退票流程：（仅限于重病或死亡等原因）

• 因重病或死亡导致不能成行需要退票，代理人可以通过 BSP的
ASD平台向HA提出申请，并同时向GSA提供相应的证明（所提
供证明必须有英文翻译）， HA通过ASD回复同意可以退票。



航信系统出票注意事项
� 销售首段为HA承运的客票且全部行程中至少包含一段为HA897或       

HA898飞行的航段，开在HA（173）的票本上的机票的代理费为5%。单独
开具夏威夷岛间航段或者夏威夷到美国本土的客票代理费为0%。

� 夏威夷岛内及夏威夷到美国本土境内段行李请打0PC。

� 代理人在订座完成后，请务必留意出票时限，以免价格失效或座位取消
。对于所有价格已经失效的订座记录，请代理自行取消。

� 使用QTE:/HA Q出票面出票。

� 记录里可以有第三家航空公司介入，以系统Q出来的票价为准。

� 每家代理在相同日期和相同航班上最多只能预订9人,超过9人的订位申
请请联系夏威夷航空公司北京办公室。如发现代理团队散订，我公司将
开具ADM单并保留取消座位的权利。

� 所有客票必须按顺序使用。



团队操作规定
� 10人以上（包括10人）行程一致的即视为团队。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航班，团队必须向 HA办公室申请，由夏威夷航
空公司以团队形式预定。

�团队必须同进同出，一经出票，不允许更改，不允许签转，不允许
退票。

�国际航班只能预定从北京始发回到北京的航班，目前只能申请 HA单
独承运的团队。

�团队报价仅适用于所确定的日期，航班，行程及人数。如有任何更
改，需重新报价。

�代理需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相应的定金，未支付订金前，夏威夷航
空公司有权收回或更改价格及订座，不另行通知。

�决不允许团队散订，否则座位会被取消，代理人将承担一切责任与
后果。



团队操作流程
� 询价/预订: 标准的EMAIL标题分两种,询问或者预订询价:         

城市/代理简称/询价/出发日/人数
• 如:上海/上海国旅/询价/05JUL/35人/学生预订: 城市/代理

简称/预订/出发日/已获报价XX元/人数
• 如:南京/南京国旅/预订/15AUG/已获报价5000元/15人

� 押金：出团前需要支付一定比例押金来确保座位。

� 押金损失：以85% 成团率计算押金损失。低于 85%部分的定
金将要扣除，且需要在出票时补齐；不论淡旺季，押金一旦
交付将不予退还。



订票需知事项

预订信息 (最短连接时间)
•国际航班转美国国内航班→2小时
•美国国内航班转国际航班→1小时30分钟

�

�

自动出票时限
查看自动出票时限，及时取消未出票记录，避免出现虚占座位情况。

票价组合和中途停留
•可购买票价组合
•可享受两次免费转机停留

重新订票
••起飞前将机位取消，可以重新换开客票起飞前将机位取消，可以重新换开客票
••起飞后若机位仍然没有取消，客票作废，不可以换开起飞后若机位仍然没有取消，客票作废，不可以换开
•票价组合以系统显示为准
•新机票的价格会高于或与原始机票相持平

�
团体订票
•联系夏威夷航空公司中国机票销售代理

�
退款政策
•在中国境内通过BSP出票系统购买的普通票价机票
•适用航线：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的国际航班
•退款申请：购票后1年内（飞机起飞或NO-SHOW 后不可申请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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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航空乘机指南



服务及办理登机需知事项

北京出发
请前往T3航站楼F岛办理登机手续

夏威夷火奴鲁鲁出发
请前往第2航站楼办理登机手续 (夏威夷航空专用)

�

�

免费托运行李配额
头等/公务舱：每位旅客 - 2件，每件重量32公斤
经济舱 ：每位旅客 - 2件，每件重量23公斤

随身行李尺寸限制
高：56厘米；　长：36厘米；　宽：23厘米 (长宽高合计115厘米)
重量限制： 11.5公斤

随身物品限制
一件随身携带行李，一件个人物品 (钱包，公文箱，手提电脑包，背包或类似物品)

�
婴儿摇篮服务
如需在飞机上使用婴儿摇篮，因为不同机型的配置不同，不是所有机型都可以容纳婴儿
摇篮。如有婴儿摇篮需求，请前往机场值机柜台申请。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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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奴鲁鲁国际机场

•  夏威夷航空位于二号航站楼
•  值机分为国际，北美，夏威夷岛内三个区域
•  所有值机（部分团队除外)都通过自动值机亭完成
•  头等舱和Pualani金卡及白金卡会员有特别值机柜台
及安检队列
•  建议用信用卡支付行李费（可接受银联卡）



夏威夷动植物检疫规定

• 所有从夏威夷出发到美国本土及关岛的旅客的行李必
须经过机场的农业部检疫

• 禁止携带以下物品：
- 任何浆果类，包括未加工的咖啡豆和海葡萄
- 新鲜蔬菜及水果（菠萝除外）
- 活昆虫或蜗牛
- 某些鲜花
- 甘蔗
- 带土壤的植物等



随身携带行李规则
• 仅限携带一个随身行李和一件个人物品
• 成人旅客带儿童旅行时，除免费手提行李额外，还可将汽车座椅、婴

儿座椅或手推车作为托运行李带上飞机（坐成人膝上的婴儿不再单独
赠送免费行李额

• 乘客可以在登机口办理儿童手推车或汽车座椅的托运

物品限制

一个随身携带行李
一件个人物品（钱包、公文箱、手提电脑包、背包或类似物
品）

尺寸限制

56厘米高X 36厘米长x 23厘米宽（长宽高合计114厘米）

重量限制

11.5公斤



托运行李规则-美国国内

北美
第一件行李             25            25            25            25 美元
第二件行李             35            35            35            35 美元
第三到六件行李                                每件125125125125美元
其余行李                                                 每件200200200200美元
逾重行李                                                 每件增加50505050美元
超大行李                                                 每件增加100100100100美元

邻岛
第一件行李 25美元
第二件行李 35美元
其余行李 每件25美元
逾重行李 每件增加25美元
超大行李 每件增加25美元

免费交运行李         重量限制    （KG） 尺寸限制    （CM）

经济舱 0000件 23232323 每件三边和<157CM<157CM<157CM<157CM

头等舱 2222件 32323232 每件三边和<206CM<206CM<206CM<206CM

美国国内航班行李收费标准：

第1、第2件行李的托运费豁免规定：
•  头等舱的乘客 
•  直接衔接HA国际航班的乘客 
•  高级俱乐部乘客—仅限于会员 
•  Pualani俱乐部金卡乘客—仅限于会员 
•  Pualani俱乐部白金卡乘客—仅限于会员（3件免费行李）



托运行李规则-国际航班

免费交运行李         重量限制    （KG） 尺寸限制    （CM）

经济舱 2222件 23232323 每件三边和<157CM<157CM<157CM<157CM

头等舱 2222件**** 32323232 每件三边和<206CM<206CM<206CM<206CM

• 如果整个行程包括一个国际航点，国际行李托运规则将适用于整个
行程，包括国内航段（含中转站）以及返程航班。第一个国际销售
承运人的行李承运规则适用于整个行程。

• 从中国出发的乘客，乘坐夏威夷航空公司北京-夏威夷的航班，再经
夏威夷航空的门户城市中转至夏威夷外岛及美国本土，如果整个行
程的联程航段是预定在同一张HA机票上，行李可以在出发地直挂到
目的地机场。交运行李规则如下：

       *始发航班为KE头等舱，可免费交运3件行李。

• 夏威夷航空公司也接受国航，韩亚的航段和夏威夷航空的联程航
段是预订在同一张夏威夷航空公司本票上的行李直挂托运服务。

• 超件及超规行李按照第一航段承运人的规定执行。



托运行李规则-国际航班
海关
所有抵达美国入境口岸的国际旅客都要接受美国海关检查。除非需换乘
另外一个航班（单独的确认编号）或者中途停留超过4小时，旅客不得离
开海关区，并办理行李再托运手续。

国际航班→衔接夏威夷邻岛航班
提取行李，交由美国海关与移民局（CBP）官员检查放行，然后在海关处
办理再托运手续。

国际航班→衔接美国国内航班
提取行李，交由美国海关与移民局（CBP）官员进行农业检查放行，然后
在海关处办理再托运手续。

更多行李规则请登录：
http://www.hawaiianairlines.com.cn/Services/Pages/Baggage.http://www.hawaiianairlines.com.cn/Services/Pages/Baggage.http://www.hawaiianairlines.com.cn/Services/Pages/Baggage.http://www.hawaiianairlines.com.cn/Services/Pages/Baggage.
aspxaspxaspxaspx



值机及转机时间
HA柜台值机时间
乘客可以在起飞前４小时或在值机柜台开放后（以其中较晚的时
间为准）办理登机手续。

提示：
•  即使已经办理登机手续，乘客必须至少在起飞前30分钟抵达登机口。

•  当天预订机票,乘客必须在起飞前2小时出票，否则夏威夷航空将取消未出票的预定。

夏威夷岛内航班 北美航班 国际航班

建议办理登机时间 起飞前90分钟 起飞前2小时30分钟 起飞前3小时

停止办理登机时间 起飞前30分钟 起飞前45分钟 起飞前1小时



夏威夷航空北京办公室：
电话：010- 8522-7835
传真：010- 6522-6718
邮箱：BJS@hawaiianairGSA.com.cn

HA中文官网:
www.hawaiianairlines.com.cn

HA英文官网

www.hawaiianairlines.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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