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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77-300ER777-300ER777-300ER777-300ER
瑞航自16年2月开始，全新波音777-
300ER飞机将陆续在洲际航班上执
行飞行任务。相较于旧的空客340-
300，波音777-300ER在内部设计更

人性化及富有时代感。在节能减排

等方面也做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头等舱： 8 座
公务舱： 62座
经济舱： 270座 

现在，波音777-300ER已经在苏黎

世至纽约航线上服务。4月10日开

始将落户香港航线。计划在年底

前，瑞航将在7个洲际航线上使用

此新机型。



瑞航自今年2月1日起，在苏黎世机场 Dock-E开放

全新休息室。

全新瑞航休息室-Dock-E-Dock-E-Dock-E-Dock-E

瑞航头等舱/M&M黑金卡会员休息室

瑞航金卡会员休息室

瑞航公务舱休息室



SWISSSWISSSWISSSWISS    ChoiceChoiceChoiceChoice
享受更多选择
提前预订座位
洲际航段：普通座位 USD29.00，前排首选座位

USD49.00，更多腿部空间座位 USD99.00。
欧洲航段：普通座位USD12.00，前排首选座位

USD25.00，更多腿部空间座位USD29.00

特殊惊喜
可以在出票后为乘机人选择中意的礼物，使其旅程更
加精彩。

免税预订
可以在家预定机上免税商品，下次乘机时就能收到心
仪的商品。

值机手续
在线办理值机手续
在欧洲多个城市提前24小时前往机场办理值机

提前购买额外行李

可以最迟在飞机起飞前1个小时购买额外行李。



瑞航特有的服务

瑞航是全世界第一家获得‘防过敏’资质的航空公司
    
-可提供不含乳糖和谷蛋白的饮料和食物
-头等舱和公务舱提供新合成填充物的防过敏枕头

便携式电子设备在‘飞行模式’下可在飞行中全程使用

瑞航为每位滑雪爱好者免费托运一件滑雪装备, 并免费为瑞航高尔夫
会员， Miles & More HON 特级贵宾会员、贵宾会员和星空联盟黄
金会员运输一套高尔夫装备。（来自/飞往/途径美国/加拿大的航班除
外。不适用于轻型 Economy Light票价。）

苏黎世到达廊桥口有中文的机场指引人员帮您指引转机或到达路线



瑞航操作中注意事项

1.   ZRH-BSL(ZDH)是由火车段承运

�行李必须自行在苏黎世机场提取， 行李不会
自动转到火车上。

� ZRH-BSL-ZRH的火车 (LX74XX)段，必须随
身携带含2D码的机票打印单以便列车员检查。

�如果乘客未能当场提供含 2D码的打印单，则
必须出示火车段的登机牌，否则列车员将收
取每人CHF12的手续费。

�获得2D码的方法：

      ● 请向瑞航400客户服务中心索取并打印

      ● 航班起飞24小时内办理网上 checkin, 并打
印瑞航电子登机牌



瑞航操作中注意事项

2.姓名更正费用

� 如代理需要更正乘客姓名部分字母 (一般不超过3个字母,但是姓不得超过2个字母),请先做新记录
(HK/HL)，然后致电预订中心申请座位。

� 等座位确认后，联系预定中心支付RMB300的姓名更改费用，换开票本。

1. 乘客姓名后都需要加性别，不要空格
   儿童姓名后加出生年月日

      Accepted:                                 MR / MRS / MISS / DR / PROF 
      Not accepted：                        MSTR
      Passenger designator:             CHD/INF

3. 来回程机票--仅使用单程
- 瑞航不允许为降低单程票价而购买来回程放弃使用回程机票的行为。

- 一旦发现,瑞航将以ADM单形式向代理人追回单程票价的差额。



瑞航操作中注意事项

 4. “NO SHOW” & late cancellation fee
� 凡飞机起飞前24小时内取消航班行为均视为 “late cancel”,无论代理是否出票，只要记录存在系统，瑞

航都会处以经济舱每人CNYCNYCNYCNY1000100010001000，公务舱每人CNYCNYCNYCNY2000200020002000，头等舱每人CNYCNYCNYCNY3000300030003000的罚款。

� 如航班起飞后，乘客未能按机票行程准时登机，也未取消预定，则视为 “real noshow”。将按所购机
票使用条件的规定执行。并加收相应late cancellation fee. 遇上客人航班在周末出发，代理人又不
上班的情况，请提前通知客人，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取消航班，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5. 重复预定

� 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检测重复定位 (DUP)，(如名字部分相似也视为重复预定 )，如代理收到SSR后必须

和我们及时联系，否则系统会自动取消预定。即便已出票，也将会被取消。

6. 团队预定
� 团队申请只能通过eXperts申请。其退票规则也和正常票价不同，须和汉莎团队部联系。 LX团队经济

舱和公务舱均为10人成团。可以和LH航班1/2RT，也可以和香港路线混搭。

� 如团队给与否定答复，请代理人勿团队散定，同一 IATA号码，同一行程，超过10个乘客的多个预定
会被总部视为隐藏团队，一经发现，将直接被取消。 



 9.  投诉与建议
� 不接受电话或邮件形式的投诉
� 必须通过 SWISS.com – Customer Support – Contacts – Complete contact form - Complaints and Compliments  来申请  

瑞航操作中注意事项

8.  免费行李标准

注意::::按照欧盟规定 , , , , 大于32KG32KG32KG32KG的托运行李是不被接受的

7.   O&D Bypass  
     

      - O&D预订原则包括预订正确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以及销售地 (POS),旅行起始地(POC)和旅行顺序的监控。

   - 凡预定记录中含有违反O&D规则的航段,那么:
      1. 未出票的记录, 整个记录都会被取消。
      2. 已经出票的记录,将会开具ADM单给出票代理人
       **出票代理人须对违反操作的记录负全责,不管该记录最初是由谁预定.另外ADM单的开具是基于记录中
是否有违反O&D的行为, 与所开哪家航空公司票本无关.
2016年2月1日，瑞航系统以基本和航信同步链接，因此不再接受以设备链接问题出现舱位显示不能同步而提出
的座位申请

免费托运行李 免费手提行李

件数/重量 每件尺寸大小 件数/重量 每件尺寸大小

经济舱 1件 x 23KG
三边之和
<158cm

1件 x 8KG
55X40X23C

M
公务舱 2件 x 32KG

2件 x 8KG
头等舱 3件 x 32KG



LXLXLXLX运价介绍-EU-EU-EU-EU        (effective 23JUN 2015)(effective 23JUN 2015)(effective 23JUN 2015)(effective 23JUN 2015)
       自2015年6月23日开始，瑞航将对所有欧洲境内航线的机票价格实行全新的价格体系。新的价格体系针

对每个乘客的不同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客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票价和额外的服务。

� O&D within EU

� LX flight No. only 
or LX through 
fare incl. OAL 
flight

� 3 Eco. fare 
bundles on each 
RBD

� Air train LX74xx 
no LGT fare

� Codeshare flight 
no LGT fare

� Rebooking & 
cancellation 
according to per 
fare component

KLGTOWKLGTOWKLGTOWKLGTOW
KKKKLGT3SLGT3SLGT3SLGT3S

KCLSOWKCLSOWKCLSOWKCLSOW
KKKKCLSCLSCLSCLS3S3S3S3S

KFLXOWKFLXOWKFLXOWKFLXOW
KKKKFLXFLXFLXFLX3S3S3S3S

ZBUZOWZBUZOWZBUZOWZBUZOW
ZZZZBUZ0DBUZ0DBUZ0DBUZ0D

No  GolfNo  GolfNo  GolfNo  Golf
No  SkiNo  SkiNo  SkiNo  Ski
No HON/SENNo HON/SENNo HON/SENNo HON/SEN

Can only be rebook within Can only be rebook within Can only be rebook within Can only be rebook within the the the the 
same same same same fare bundlefare bundlefare bundlefare bundle

HON/SEN no exceptionHON/SEN no exceptionHON/SEN no exceptionHON/SEN no exception



机票换开    (exchange/reissue)(exchange/reissue)(exchange/reissue)(exchange/reissue)
    代理人均可自行换开瑞航724724724724票本((((不管是全程未使用的或部分已使用的 ),),),),    除以下几种情况仍可由LXLXLXLX代为换开::::
1. 更改名字（3个字母以内）的换开操作。

    *由代理人重开记录,待座位确认后可联系预定中心或于柜台支付改名费CNY300换开。

2. 非自愿因素的换开（involuntaryinvoluntaryinvoluntaryinvoluntary    reissuereissuereissuereissue）：-联系预定中心，由瑞航做换票处理。

************纯瑞航机票必须由代理人自行换开 ,,,,    瑞航不再代换开代理人的机票 ....

换开注意事项

1. 全程未使用的机票换开：

  -如果不涉及更改首航段，那么可以使用原出票日的对应价格进行换开操作 ,同时收取改票费，如有票价差或税
差都需补齐。(若有提前预售期限规定的，仍需遵守)

  -如果涉及更改首航段的，请按换开日当天的价格重新计算票价，同时收取改票费，如有票价差或税差都需补
齐。

2. 部分使用后的机票换开,按原出票日计算票价/税金。

3. 不可退票的机票，O&D也是不能更改的。

4. 新票票价必须高于或等于原票票价。

5. 改票费是按照每一次PNR封口的次数来收取的。包括出票后取消了预定，又新启 PNR改票也需要收取两次改期
费。 

6. 任何的航班更改或换开必须在更改后的24小时内，且原航班起飞前完成，不得导致No-Show。一旦NOSHOW，则
按照noshow后的原票价规则执行。

7. 上述规定都在电脑的票价更改规则中用英文公布，不遵守规定而由此产生的 ADM将有换开代理人承担。



退票规则

I. 瑞航退票计算按一个计价单位（pricing unit）操作
– 瑞航和汉莎集团统一,按一个计价单位（pricing unit）操作。
– 如果去程和回程两个票价组成部分退票规则不同，则整张票请按最严格的规定执行。
– 凡不可退机票,则对应的YQ/YR也是不可退的。
– 凡涉及到美国行程，如不可退机票，除了YQ/YR不退之外,按美国政府规定，税种US/XF/ZP 也是不可以退的。

II.   已部分使用机票退款。
– 如部分机票已经使用，则已使用部分需减去使用部分IATAIATAIATAIATA公布票价的全价机票款。
– 全价机票的票价基础为 YFFOWBB / JFFOWBB / FFFOWBB。

IV.    换开后的机票退票。
– 一般情况下代理人可以自行处理换开后的机票退票。如若遇到无法自行退票的情况，如技术原因，可以发送至

refundtravelagtCN@swiss.com  申请退票 （请以英文形式附上电子客票信息及情况说明）。退款将以ACM形式退还给
原开票代理人，耗时需要5-6周左右。6周后代理人仍然没有收到退款，请与当地瑞航联系。

V.    ADM/ACM
           -- 如对ADM/ACM有争议,请以英文形式发邮件给发ADM的人,同时可抄送相应销售.                     



签证拒签////死亡退票须知

1. 代理人电邮至瑞航退票中心申请授权，待收到批复邮件后可自行办理全额退款。  
 
   
2.   代理人在邮件中用英文提出退票申请全额退款，理由是Visa rejection，并注明票号。
      代理人扫描使馆拒签信原件和乘客护照首页、拒签页，发邮件至以下地址。
      退票中心的电邮联系方式：refundtravelagtCN@swiss.com refundtravelagtCN@swiss.com refundtravelagtCN@swiss.com refundtravelagtCN@swiss.com 

3. 代理人将使馆拒签信原件，乘客护照首页、拒签页复印件寄送至瑞航上海办事处，以
备核查。

     地址： 
                  上海南京东路300号名人大厦803室，
                  瑞士国际航空公司销售部拒签退票。
                  邮编200001。

4.  按照票价规则，乘客死亡引起的全额退票申请亦按以上流程处理。



Airport infoAirport infoAirport infoAirport info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办票柜台::::

浦东国际机场2 号航站楼  C 区, 20 至 26 号柜台 
C20         头等舱  
C21-22    公务舱 
C23         自助办票行李托运  
C24-26    经济舱 
开放时间：06:30 am – 08:50 am 

机场售票柜台：     
浦东国际机场2 号航站楼  C 区, 瑞航票台  
开放时间：06:30 am – 10:00 am 

到达行李提取  ： 29 号转盘  

贵宾室： 
国际出发，国航71号休息室  
适用于头等/公务舱,HON/SEN以及星空联盟金卡乘客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办票柜台::::
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D岛, 25至 31 号柜台

D31         头等舱 
D30-29    公务舱 
D28 -26   经济舱 
D25         网上值机 
开放时间：03:45 am – 05:45 am 

机场售票柜台：    
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D岛, DS09, 瑞航票台  
开放时间：03:45 am – 07:45 am 

贵宾室： 
国际出发，国航T3E号休息室 
适用于头等/公务舱,HON/SEN以及星空联盟金卡乘
客 



联系方式

瑞航客服中心：

中国大陆：     +86 4008 820 880(乘客)
 (普通话)        +86 4008 830 880(代理)
 Email:           Team.china@swiss.com

中国香港:      +852 3002 1330
 (广东话) 
 Email:           servicedesk.hkg@swiss.com

开放时间: 每天 0900- 1900

Swiss.com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