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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越南航空的简单介绍



越南航空
� 越南航空总公司在2015年3月，转向股份制运营该公司，并举行第一届股东大会。

� 在2015年，越南航空公司展开前所未有的大型投资计划，投资额为23万亿越南盾（约合66.938亿元人民

币），其中92%多用于飞机更新，计划更新12架飞机。

� 2015年5月份，越南航空公司已经增加两个种类的新型宽身飞机，飞机机种空客A350-900和波音787-9。



越南航空空乘人员
� 越南航空公司空姐已经全部换上新的制服。仍旧是奥黛，虽然新式制服继续保持着传统风格，但看上去更现代、

更有活力。商务舱空姐的服装颜色为浅黄色，普通舱的空姐服装为蓝色。服装的颜色与航空公司订购的新一代

飞机的机舱内部设施相呼应。 空姐所穿着的奥黛样品是越南著名服装设计师明幸的设计产品。

� 除了空姐外，男性乘务人员以及飞行员的服装也焕然一新，服装采用新式布料，衣服上的花纹采用了3D印染技

术。越南航空公司负责人说，制服的质量能够满足在飞机上的安全要求，不易燃、防静电、保暖透气、携带便

利，能在长时间工作时仍感觉舒适。



越南航空A350-900

� 该飞机采用高端三舱布局，其中商务舱拥有 29个能够全平躺的座位，另外还有36-

45个超级经济舱座位和231-240个经济舱座位。除了拥有更多的个人乘坐空间以

外，越南航空这架A350-900飞机还配置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机上娱乐系统和全

舱无线网络连接。



越南航空787-9Dream liner

� 商务舱：商务舱：商务舱：商务舱：28282828个，并列：个，并列：个，并列：个，并列：1-2-1 1-2-1 1-2-1 1-2-1 ，全平躺，全平躺，全平躺，全平躺180180180180度度度度

� 高高高高级经济舱：级经济舱：级经济舱：级经济舱：35353535个，并列：个，并列：个，并列：个，并列：2-3-22-3-22-3-22-3-2；经济舱：；经济舱：；经济舱：；经济舱：211-283211-283211-283211-283个，并列：个，并列：个，并列：个，并列：3-3-33-3-33-3-33-3-3

� 公共设备：更大窗户，更好视野，可调光控制窗口；多媒体触摸屏具有广发娱乐节目；更大舱顶行李箱；更低公共设备：更大窗户，更好视野，可调光控制窗口；多媒体触摸屏具有广发娱乐节目；更大舱顶行李箱；更低公共设备：更大窗户，更好视野，可调光控制窗口；多媒体触摸屏具有广发娱乐节目；更大舱顶行李箱；更低公共设备：更大窗户，更好视野，可调光控制窗口；多媒体触摸屏具有广发娱乐节目；更大舱顶行李箱；更低

座舱压力和最佳湿度；灯光系统可调整以适应您的生物钟；无线上网，插座和座位上座舱压力和最佳湿度；灯光系统可调整以适应您的生物钟；无线上网，插座和座位上座舱压力和最佳湿度；灯光系统可调整以适应您的生物钟；无线上网，插座和座位上座舱压力和最佳湿度；灯光系统可调整以适应您的生物钟；无线上网，插座和座位上USBUSBUSBUSB端口端口端口端口



2222
越南航空的航线



越南航空中国飞行线路图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成都成都成都成都 杭州杭州杭州杭州

每周5班 每周16班 每周14班 每周3班 每周4班

每周5班直飞河内
VN513/512

飞23567

每周7班直飞河内
VN507/506

每周7班直飞胡志明
VN503/502

每周2班直飞岘港
VN549/548

飞15

每周7班直飞河内
VN531/530

每周7班直飞胡志明
VN523/522

每周3班直飞河内
VN553/552

飞357

每周4班直飞岘港
VN551/550

VN569/VN568
飞15



其他国际航线



3333
越南航空运价和系统政策



越南航空运价和系统政策

�16 运价新政策

�总则GR16/AN V1.0

�退改签规定

�常见ADM案例



越南航空运价和系统政策

�16 运价新政策
• 1.系统Q运价的方法（F1&F2)
• 2.行程的点数问题



16运价新政策

�16 运价新政策
• 1.系统Q运价的方法（F1&F2)
一级代理：在Q运价的时候，+ NEGO

 显示点数，相关的显示点数，相关的显示点数，相关的显示点数，相关的Farebasis Farebasis Farebasis Farebasis 和和和和    文件号文件号文件号文件号TCTCTCTC

二级代理：直接Q运价，运价是公布运价

显显显显示点数，示点数，示点数，示点数，公布运价公布运价公布运价公布运价的的的的Farebasis Farebasis Farebasis Farebasis 

*二级代理所有的运价都是公布运价，没有文件价（包括大文件，加段文件和特殊文件）

（如对自身公司的点数不清楚，可以咨询VN)



16运价新政策
• 1.系统Q运价的方法（F1&F2)
例子

CAN-HAN-DAD
DAD-HAN-CAN
往返的行程

二级代理：
CAN-HAH
HAN-DAD
DAD-HAN
HAN-CAN

Farebasis :R1MAN
没有TC但有点数

一级代理：
CAN-HAH
HAN-DAD
DAD-HAN
HAN-CAN

Farebasis :R1MANF有文
件号和点数



16运价新政策
� 16 运价新政策
• 2.行程的点数问题

中国区的代理点数变更通知：

出票日期从2016年4月1号开始，针对中国大陆地区代理人所出的旅

行日期自2016年4月1号起越南航空公司机票的运价代理费均降均降均降均降1%1%1%1%

（针对中国出发的所有行程），其余不做调整。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16运价新政策
� 16 运价新政策
• 2.越航中国区点数

1.1.1.1.中国大陆出发的行程： （从1Apr161Apr161Apr161Apr16开始实行）

文件价：只针对一级代理（根据VN的点数规定）

公布运价：针对所有代理。代理费：4%

2.2.2.2.越南境内段的行程：5%5%5%5%（从17Dec1517Dec1517Dec1517Dec15开始实行）

公布运价：针对所有代理。

3333....其他行程：5% 5% 5% 5% （从17Dec1517Dec1517Dec1517Dec15开始实行）

公布运价：针对所有代理。

例如：SOTO,HKG出发等



越南航空运价和系统政策

�总则GR16/AN V1.0



总则GR16/AN V1.0 
�总则GR16/AN v1.0 
总则的变更有5处
A. 舱位
16年新增WWWW舱舱舱舱：有效期1年
B. 0.8停留：

 *香港的停留费由HKD250调整HKD360

VN与VN*的免费停留增加了老挝/越南：
VTE/LPQ/SGN/HAN

免费停留增加
PNH/REP/RGN/VTE/LPQ



总则GR16/AN V1.0 
C.12.附加费

D.16.客票变更规定及费用 香港行程的费用由所调整。eg 由原
来HKD160调整到HKD360



总则GR16/AN V1.0 
E.附录1越航特定线路的订座舱位 注意：

越南境内段过往订H舱，现在订BBBB舱舱舱舱



越南航空运价和系统政策

�退改签规定



总则GR16/AN V1.0 
�总则GR16/AN v10 
16.客票变更规定
改期
�22224 4 4 4 小时制（小时制（小时制（小时制（Before- Before- Before- Before- 在在在在24242424小时前，小时前，小时前，小时前，on/after-on/after-on/after-on/after-当日当日当日当日24242424小时内小时内小时内小时内/24/24/24/24小时后）小时后）小时后）小时后）

�改期是针对当段航段改期是针对当段航段改期是针对当段航段改期是针对当段航段

--------代理人自动换开的功能代理人自动换开的功能代理人自动换开的功能代理人自动换开的功能：VN现在没有开此项授权
                                      改期必须到越航的办公室进行更改

 



越南航空运价和系统政策

�常见ADM案例



常见ADM案例
�Q运价
F1 应该Q文件价配相应点数。但直接 Q了公布运价，再

手工录点数。
F2只能Q公布运价，但又自行录入文件号。
�所有的编码无论什么行程必须要入客人的护照信息

�不需要的编码必须在起飞前 24小时内删除，会直接影响航司
的订餐，造成不好的影响。不定期抽查。



4444
注意事项



香港登机注意事项
�香港出发的机票，儿童必须要和大人订在同一编码。

不允许分开预订和出票
�如果分开预订出票，乘客在登机时，除了出示有效的

护照和签证，还需要提供儿童 /婴儿的出生证明。
    否则是拒绝登机的。
     香港机场对出境旅客，特别是携带儿童旅客的安全

措施特别严格。



乘客姓名规则（一般规定）
�编码中的姓名字母总数不能超过29个，包括/和空格，如果姓名

过长，讲中间名缩写
例如： CONG TANG TON NU NGUYEN TUYENT MAI 应该缩

写为
           1CONG/T T N NGUYEN TUYENT MAI MS
�儿童的姓名规则（2-12周岁），男孩使用MSTR ，女孩使用 

MISS
例如： 1LIANG/HAN MISS
           1GUO/MIN QIANG MSTR
�特殊情况如无人陪伴儿童，驱逐出境者，使用担架者，额外使

用座椅等，根据特殊规定的要求



转机时间

河内：
              国际转国内/国内转国际      120分钟（需要清关）
              国际转国际                         60分钟
              国内转国内                         60分钟

胡志明：

              国际转国内/国内转国际      100分钟（需要清关）
              国际转国际                          60分钟
              国内转国内                          60分钟
岘港：
              国际转国内/国内转国际        90分钟 （需要清关）
              国际转国际                          60分钟
              国内转国内                          60分钟
              



 邀请

越南航空推介会

时间：2016年3月24日14:00

地址：人民南路四段19号威斯顿联邦大厦6楼

联系电话：13518180350



 越航航空公司成都办事处联系方法

电话：028-85268971

传真：028-85268970

BSP销售：李沐雨

QQ：2651991842

电话：13518180350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