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航空公司之一

•英国航空公司服务全球已90多年

•1936年开始运营香港航线  (BOAC)

•1980年开始运营北京航线

• 2005年开始运营上海航线

• 2013年开始运营成都新航线

•航线网络覆盖75个国家200多个目的地

•寰宇一家 （On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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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航运大楼

 

2008年启用希斯罗第五航站楼

第五航站楼连续第三年被Skytrax访问的1,200万名飞行常
旅客再度评选为“最佳机场客运大楼”，并荣膺“最佳购物机
场”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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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ly. To Serve.To Fly. To Serve.To Fly. To Serve.To Fly. To Serve.



全球网络



英国国内航线



Date appear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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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线



英航伦敦————成都航班具体信息如下

航班号 航线 起飞时间 抵达时间 班次

BA89 伦敦-成都 17:35 10:45* 周一、二、四、五、七

BA88 成都-伦敦 12:15 16:10 周一、二、三、五、六

*次日抵达 

航班号 航线 起飞时间 抵达时间 班次

BA89 伦敦-成都 16:15 10:35* 周二、周四、周日

BA88 成都-伦敦 12:05 15:30 周一、周三、周五

夏季时刻表：

冬季时刻表：



新增航线

DalamanDalamanDalamanDalaman
Four time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27th April 2015.

BodrumBodrumBodrumBodrum
Twice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27th April 2015

CagliariCagliariCagliariCagliari
Three time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27th April 2015.

CreteCreteCreteCrete
Four-time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26th April 2015.

RhodesRhodesRhodesRhodes
Twice-time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29th April 2015.

Las PalmasLas PalmasLas PalmasLas Palmas
Twice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29th March 
2015.

KrakowKrakowKrakowKrakow
Four weekly 

roundtrips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1st 
May 2015. 

London London London London 
GatwickGatwickGatwickGatwick

 Twice daily starting 
from March 2015.

EdinburghEdinburghEdinburghEdinburgh
Four flights 

per week, later to 
six from March 

2015.

MahonMahonMahonMahon
A four times a week 

service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29th April 2016. 

ManchesterManchesterManchesterManchester
Four flights 

per week from 
September.

ViennaViennaViennaVienna
Six time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September 2015.

ValenciaValenciaValenciaValencia
Up to four time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6 th 
November 2015.

PortoPortoPortoPorto
Up to six time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February 2016.

InvernessInvernessInvernessInverness 
Daily service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03 rd 

May 2016.

BillundBillundBillundBillund
Eleven flights a 

week service 
starting from 03 rd 

May 2016

BiarritzBiarritzBiarritzBiarritz 
Twice weekly 
service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01st   
May 2016.

BilbaoBilbaoBilbaoBilbao
A double-daily 
service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29th March. 

PalermoPalermoPalermoPalermo
A twice weekly 

service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30th April 2016. 

KalamataKalamataKalamataKalamata
A twice weekly 

service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30th April 2016. 

ChaniaChaniaChaniaChania
A twice weekly 

service from 
London Heathrow 

starting from 
30th April 2016. 



波音787787787787客机采用三舱布局    
共214214214214个座位：

• Club World公务舱 - 35个
• World Traveller Plus高级经济舱 - 25个
• World Traveller经济舱 - 154个

 波音787787787787客机的特点

• 更开阔的视野
• 几经改进的照明系统
• 更清新的舱内空气
• 更安静
• 更平稳
• 超大存储空间
• 更节能更环保
• 更舒适的盥洗室

        

英国航空公司————成都至伦敦新机型     波音787-800787-800787-800787-800
2014年的5月6日，该直航服务由波音787-800机型执飞



公务舱    Club WorldClub WorldClub WorldClub World

• 座椅可调节为完全平躺的睡床

• 尊享Club World菜单选择跟酒吧服务

• 免费享有3件行李，每件行李可重达32公斤

• Executive Club 英航会员俱乐部会员可获最少50%额外Avios积分



高级经济舱    World Traveller PlusWorld Traveller PlusWorld Traveller PlusWorld Traveller Plus

• 更多个人空间，座位更加宽阔

• 座位间距达到38英寸，提供更多脚步伸展空间

• 座椅倾斜度达120度

• 独立脚踏板

• 三道菜餐食，主菜可从商务舱菜单中选择

• Executive Club 英航会员俱乐部会员可获最少25%额外Avios积分



座位图及行李信息

- - - - 托运行李    最大尺寸可为 90 厘米 x 75 厘米 x 43 厘米（35.5 英寸 
x 29.5 英寸 x 16 英寸），包括任何凸出的小部件，例如把手、口
袋和轮子等。

- - - - 手提行李





英航团队政策

••••    系列团

       -  3团起订(每团至少10人)
       -  价格优于单团

       -  半年核算80% 成团率

       -  不收取定金   

系列团申请请发送至：contactbagroup.bjs@ba.comcontactbagroup.bjs@ba.comcontactbagroup.bjs@ba.comcontactbagroup.bjs@ba.com    并抄送至:    jing.liujing.liujing.liujing.liu@ba.com@ba.com@ba.com@ba.com

••••    单团

       - 单独申请，单团单议  （通过WWW.BA-SBC.COM)
       - 每个团单独核算90%成团率

拒签政策

        -英签拒签，扣300手续费，其余退回

        -发送拒签信和护照首页到  contactbagroup.bjs@ba.comcontactbagroup.bjs@ba.comcontactbagroup.bjs@ba.comcontactbagroup.bjs@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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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转转转机签证机签证机签证机签证的友情提醒的友情提醒的友情提醒的友情提醒    
申根国家申根国家申根国家申根国家ADSADSADSADS团队客人可以在英国免除机场团队客人可以在英国免除机场团队客人可以在英国免除机场团队客人可以在英国免除机场

根据英国签证及移民局（UKVI）的规定，申根国家ADS团队客人可以在英国免除
机场转机签证的前提条件是： 

团队客人持有首站入境申根国签发的ADS申根签证 

或者团队客人来自于申根地区 (需证明团队客人是在过去30天以内进入申根地区
的)。 

另请注意，如果团队导游/领队是持有申根国家商务访问签证而不是申根ADS签
证，他们并不享有在英国免机场转机签证的权利。持有申根国家商务访问签证的
团队导游/领队需要额外申请英国签证，以便能在英国转机。 

如有任何疑问请跟英国签证及移民局（UKVI）核实，谢谢！

China.BusinessandGrowth@fco.gov.uk





英航代理人网站 www.speedbirdclub.com/cn 







改票    

英航已开放代理人在航信系统中改票的权限，代理人必须自行在航信系统中修改，改
票包括：日期变更、航线变更、航班号变更或者升舱

改票注意事项改票注意事项改票注意事项改票注意事项：：：：

中国大陆始发和香港始发：

�原原原原出票代出票代出票代出票代理改票理改票理改票理改票    任何改票都必须由原出票代理自行在航信系统中更改换开，请严格遵守航信
改票步骤；

�原原原原PNR PNR PNR PNR 一切改票必须所在原PNR上进行所有改期。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已购买的机票需
重新计算票价至完全灵活票价水平 ,并向代理人发出ADM。

�一一一一次次次次性封口性封口性封口性封口 取消旧航班和预定新航班必须同时进行 ,需一次性封口 .改票费按每人每次封口次数
收取，每封口一次 ,收取一次费用 ,改票所产生的额外机票差价，税差，燃油附加费差价需要同时
收取；

�换换换换开开开开    如需换开，IT票仍然换开到IT票，原机票的tour code 需要复制到新机票中。

�时时时时限限限限 订座改动后必须按照机票FARE BASIS规定时限内进行换开新的预订和重新出票必须在2
日或者同日完成（根据FARE BASIS内容来决定）；

�特特特特殊舱位换开殊舱位换开殊舱位换开殊舱位换开    对于有提前出票时限要求的特殊舱位改票，例如S舱或N舱，改期由于受出票期
限限制而不能Q到票面价格，代理人可以新建一个与改期后的行程相同的订座，用此订座Q出的
价格作为参考，代理人可按此票价及税金在原编码操作改期换开；

�起起起起飞前一小时飞前一小时飞前一小时飞前一小时 航班起飞前一下个小时取消位置视作误机



Date appears here
Footer appear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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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票之改票时限改票之改票时限改票之改票时限改票之改票时限

请阅读票价规定，出发地为中国或香港，改票时限一般为新
预定后的2天之内 



Date appears here

SOTOSOTOSOTOSOTO票和内路段机票改期注意事项：票和内路段机票改期注意事项：票和内路段机票改期注意事项：票和内路段机票改期注意事项：

当改票规定要求预定与出票在同一天完成时，那么所
有换开流程必须在同一天完成，(注意，不是24小时
内)且在原航班起飞前完成换开



Date appears here
Footer appears here

24

    改票之改期：行程需要重新计算价格

未使用机票

    
    
    

航段改变 重新计算价
格

新票价 原始票价 罚金 使用票价

去程 √ √ × 去程 以改期当天
新票价

回程 √ √ √ 回程 原出票当天
和改期换开
机票时比
较，取较低
票价

两段同时 √ √ × 最高值 改期当天新
票价

已使用机票

航段改变 重新计算价
格

新票价 原始票价 罚金 使用票价

回程 √ × √ 回程 原始票价



退票——关于签证拒签退票新规定

自2013201320132013年11111111月11111111起因英国签证被拒而不能成行的旅客可以申请全额退票。

适用范围：

                ----持中国护照旅客

       -   -   -   -从北京、上海、成都及香港出发的机票（不分舱位）

退票方法：

                ----发送拒签信和护照PDFPDFPDFPDF格式首页到        molly@hungnkit.commolly@hungnkit.commolly@hungnkit.commolly@hungnkit.com    
    



英航联系信息

 
1. 您可以拨打英航的客服电话  400 881 0207400 881 0207400 881 0207400 881 0207

2. 或联系我们

    成都：(86) 028- 6466 3891

    Email: jing.liu@ba.com
               molly@hungnkit.com 
QQ

英航官方网站

Ba.com

英航官方网站

www.speedbirdclub.com/cn 

Thank Thank Thank Thank YouYouYou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