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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航历史 
31年前，阿联酋航空Emirates 

Airline于迪拜成立。首期以湿

租的两架空客300型客机运营

迪拜-卡拉奇航线。  

今天，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

的航空公司。 



阿航历史 
        阿联酋航空将不断在对航空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公共

国际航空政策的讨论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深信，公司在对于航空业竞争、自由化和政府财

政干预方面的立场均是以消费者利益为重的。 

HH Sheikh Ahmed bin Saeed 
Al-Maktoum,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Emirates Airline & Group 





阿航机型简介 

旗舰机型：A380，B777-300ER 



阿航时刻表 

始发地 起飞 到达 
目的地/
始发地 

起飞 到达 目的地 机型 

上海 

00:05 05:35 

迪拜 

03:15 15:30 
上海 

A380 

07:15 12:35 09:40 22:20 B777 

北京 

07:25 11:50 11:00 22:00 
北京 

B777 

23:55 4:15+ 04:05 15:25 A380 

郑州 21:10 4:30+ 02:45 17:00 郑州 B777 

银川 00:40 04:30 02:45 13:35 银川 

广州 23:55 4:05+ 10:25 22:10 广州 B777 

*郑州、银川往返迪拜航班每周二、三、五和周六执飞 



2015/2016新开航线 

DPS  3 June 2015 每日一班  

Multan（MUX）  1 August 2015 一周4班  

Orlando （ORL）1 September 2015 每日一班 

Mashhad （MHD）1  September 2015一周5班  

Bologna （BLQ）3 November 2015 每日一班 

Sabiha Gokcen（SAW）15 Jun15 每日一班 



2015/2016新开航线 

Cebu and Clark  30 March 2016 每日一班 

银川 & 郑州 3 May 2016 每周四班  



里程累积计划 Skywards® 
两种方法获得升级： 

乘坐阿联酋航空班机，获得所需定级里程； 

完成晋级所要求的搭乘阿联酋航空航班的数
目。 



如何累计里程 

 Skywards会员卡包含两种积分： Skywards里程和定级里程 

 通过搭乘航班、参与促销活动和合作伙伴的优惠活动，朋友或家人的转

让里程，你可以赚取Skywards里程，以此兑换各种奖励。 

 只有通过搭乘阿联酋航空航班才可赚取定级里程，它能帮助你晋升到下

一个会员级别，获得更多优惠。 

 飞行里数的有效期为三年 

 
 

 
 



会员礼遇 



会员礼遇（续） 



Skywards的合作伙伴 

I. 航空公司：QF, KE, JP, AS, SA… 

II. 汽车租赁公司：Avis，赫兹… 

III. 酒店：迪拜亚特兰蒂斯棕榈岛酒店，希尔顿酒店集团，卓美亚酒店及度假酒店，

洲际酒店集团…  

IV. 银行：美国运通卡 

V. 零售及其他: 阿拉伯游踪，迪拜滑雪村，迪拜赛道… 



Skywards & SPG 
Rewards when you stay 
 

入住喜达屋酒店每花费1美元即可累计1里程积分 
 
Rewards when you fly 
 

SPG金卡或白金卡客户可累计Starpoint和Skywards积分 
 
SPG白金卡客人可享用商务舱值机柜台、亦可享受有限
登机礼遇 



STPC中转酒店 

阿联酋航空现行STPC政策： 

 经济舱乘客在迪拜转机时衔接航班等候超过8小时、不超过24小时 

 头等/商务舱乘客在迪拜专机时衔接航班等候超过6小时、不超过24小时 

 单程税前票价高于600美金 

 往返税前票价高于1100美金 

 经济舱：Copthorne Airport Hotel，the Arabian Park Hotel, or similar 

 头等/商务舱：Le Meridien or Al Bustan Rotana Dubai, or similar 

 咨询及预定请联系： 

 400 882 2380 

 



 



迪拜中途停留Dubai Stopover(DSO) 
 给乘坐阿联酋航班的旅客独特而全新的中转体验，长航线旅客可以借此机会做短

暂停留休息，丰富乘客的行程。 
 酒店：２星～５星随你选。 
 时间：几个小时～几天由你定。 
 项目：游玩血拼任你行。 
 服务：２４小时全天候客服。 
 从航班到达到出发，无缝对接 

 



销售迪拜中途停留的效益 

• EK官网直接预定 

• 联系阿航办事处或呼叫中心 
预定便捷 

• 只要在到达三天前取消行程，订金百分之百全
退 72小时免费取消 

• 代办迪拜转机或旅游签证 代办迪拜签证 

• 代理销售可享受10%佣金 代理销售佣金 



EK票价类别 
Fare Branding® 
4档: 
Flex Plus--F 
Flex---------S 
Saver-------P 
Special-----R 



EK票价类别 
Special Fare-R： 

Flex-S； 
FlexPlus-F 



GDS wastage 
Q:什么是GDS Wastage? 
A: 航司向GDS支付预订费。任何截至航班起飞都未取消的定位皆造成资源浪费。 
截至航班起飞前36小时，记录中HX UC NO UN 或其他类似状态的预订将造成资源浪
费，导致罚金 
 
 
Q:如何避免浪费，避免受罚？ 
A: 每天查看Queue 
     做到重复预订尽早处理 
 
 



EK机票产品分类 

公司客户 

中小企业客户 

度假 

留学 

劳工 

海员 

IT票 

AirPass 

Skywards兑换机票 

EK机票产品 



Arabian Air Pass 
Arabian Air Pass(AAP)海湾地区pass票 
任意翱翔中东地区的不二之选 
 
≥ Sales: - 31March2016 
≥ 国际段票价>USD500*净价（含燃油附加费并扣除代理人佣金后） 

≥ 最少2段，最多6段 



换开票注意事项 

阿联酋航空票证（176开头的票证） 

需通过原出票代理人办理，且在原记录中进行 

仅限在中航信系统中出的客票 

客票全程为EK航段或含有SPA航段均可 

被换开航段的状态必须是OPEN FOR USE 

适用于改日期，改航班，变舱位，改路线 

变更费用将以OB税项的形式收取 



姓名错误换开指南 

旅客姓名错误
变更（3个字母

以内） 

开票后72小时以
内发现：免手续

费换开 

原定舱位有座位：
新启记录开原票价

  

原定舱位无座位： 
新启记录预订能定
到的舱位按元价格
和运价基础出票，
标注原错误名字机

票号 

开票后72小时以
外发现：手续费
50美金等值人民

币 

联络
4008822380告
知记录编号，核
对当日汇率及所
需支付金额。  

汇款 

呼叫中心收
到汇款后开
收据，告知

EMD号码 

原定舱位无座位： 新启
记录预订能定到的舱位
按元价格和运价基础出
票，标注原错误名字机
票号； 输入EMD号码 

原定舱位有座位：新
启记录开原票价；  输

入EMD号码 



EK产品 

头等舱 
• 点餐服务 
• 可平躺座椅 
• 机上水疗室  (A380 only) 
• 机上行政酒廊 (A380 only) 
• 免费wifi 
• 超过2000个频道的个人信息娱乐系
统 

• 27寸高清LCD  
• 电控包厢门，自主水吧等贴心设备 
• 专人专车接送 
• 丰富的免税商品 

 

商务舱 
• 甄选名酒及饕餮盛宴 
• 免费Wi-Fi 
• 机上水疗室 (A380 only) 
• 超过2000个频道的个人信息娱乐系
统 

• 专人展车接送 
• Lounge Network 
• 尽享舒适惬意私人空间 
• 附带自主水吧及工作台 
• 丰富的免税商品 

经济舱 
• 丰富餐饮 
• 免费Wi-Fi 
• 超过2000个频道的个人信息娱乐系
统 

• 免费wifi 
• 丰富的免税商品 



29 across network + 3 in DXB 

Fully flat beds 

Chauffeur-drive service ice TV Live  

No of Channels on ICE >1800 

Shower Spas 

  Stay connected: Wi-Fi Special product for children 

Skywards 



换开票注意事项 

阿联酋航空票证（176开头的票证） 

需通过原出票代理人办理，且在原记录中进行 

仅限在中航信系统中出的客票 

客票全程为EK航段或含有SPA航段均可 

被换开航段的状态必须是OPEN FOR USE 

适用于改日期，改航班，变舱位，改路线 

变更费用将以OB税项的形式收取 







The Emirates A380 
布局 – 3舱 
 

•14 个私人包厢式头等舱  2个 机上水
疗室  
 

•76个可全平躺商务舱 

•399 or 427个经济舱 
 
 

卖点 
 

•机上行政酒廊（头等/商务舱旅客） 
 

•空中最环保的商业飞机 
 

•安静的飞行环境 
 

•Wi-Fi  



Emirates A380头等舱 

 电控门随意开关保证头等舱旅客私
密的要求 

 

 免费自助饮料吧、个人衣帽间及带
灯光的化妆镜 

 

 点餐服务 

 

 23” 屏幕个人娱乐系统 
 



Emirates A380商务舱 

 76 可全平躺商务舱 

 

  2-4-2 分布  

 

 带按摩功能的座椅 

 

 17” 个人娱乐系统 



Emirates 380经济舱 

 3-4-3布局舒适宽敞经济舱 

 

 10.6”寸个人娱乐系统，超过
2400个娱乐频道 

 

 使用个人USB可观赏个人美图 



  The Emirates A380 上层平面布局 



  Emirates A380两舱布局 

 两舱布局的380可搭乘多达615位旅客 , 58 个头等舱和
557经济舱.  

 
 是目前世界上载客量最大的商业飞机  

 



A380 目的地 

• AMERICAS 
 Dallas  
 Houston (thru 30 June 2016) 
 Los Angeles (2 daily 01 July 2016) 
 New York (4 daily) 
 San Francisco 
 Toronto (3 per week) 
 Washington DC (launching 01 February 2016) 

 
• EUROPE 

 Amsterdam 
 Barcelona (2 daily 01 June 2016) 
 Birmingham (launching 27 March 2016) 
 Copenhagen 
 Dusseldorf 
 Frankfurt (2 daily) 
 London Gatwick (3 daily) 
 London Heathrow (5 daily) 
 Madrid 
 Manchester (2 daily) 
 Milan (2 daily) 
 Munich (2 daily) 
 Paris CDG (2 daily) 
 Prague (launching 01 May 2016) 
 Rome 
 Zurich (2 daily) 

 
 

• MIDDLE EAST 
• Jeddah (3 daily) 
• Kuwait 
 

• INDIAN SUB-CONTINENT 
 Mumbai 
 
• INDIAN OCEAN 
 Mauritius (2 daily) 

 
• FAR EAST 
 Bangkok (4 daily) 
 Beijing 
 Hong Kong (11 per week) 
 Kuala Lumpur 
 Seoul 
 Shanghai (3 per week) 
 Singapore (2 daily 01 March 2016) 
 Taipei (launching 01 May 2016) 

 
• AUSTRALIA & NEW ZEALAND 

 Auckland (3 daily) 
 Brisbane 
 Melbourne (2 daily 01 March 2016) 
 Perth Melbourne (2 daily 01 August 2016) 
 Sydney (2 daily) 

 
 

 

 

 

• 每天一班或多班往来世界36个主要目的地（除特殊标明固定日期执飞外） 

 



A380执飞线路图 



• Concourse A – 2013年1月启用, 世界首个专为
A380服务的航站楼. 

 

• 造价30亿美元. 
 

• 645m x 91m，总建筑面积52万8千平方米  

 

• 预计年接待量：1千5百万人次. 

 

• 共20个登机口及相应休息厅巧妙连接保证顺畅登/

离机. 

 

• 内有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头等商务舱旅客休息室. 

 

• 仅停靠阿联酋及澳航A380 

 

• 建有地下小火车方便连接Concourse B和3号航站楼
. 

 

Concourse A: “阿联酋航空A380之家” 



Emirates 增值服务 
 Dubai Connect: 

 
阿联酋航空承诺超过一定转机时间的旅客提供免
费休息场所。 详见STPC。  
              
 Complimentary Wi-Fi: 
 
现在大多数航班已提供机上Wi-Fi。 
前10mb免费。 
之后每500mb收取1美元。 
 
*380机型已全部配备机上Wi-Fi。 
  其他机型在逐步升级硬件设备中，详情需登机后

查阅当班航班设备或咨询空乘人员   



Emirates 商务舱休息室 
在全球33个商务舱休息室静享舒适 

 
向头等舱、商务舱旅客及阿联酋航空Skywards白金卡、
金卡和银卡*客人开放.  
 
Ease into your next delicious escape 
享用美食 
Swap stories along the way 
航班前轻松享用珍酿 
Do business your way 
可趁航班间隙处理公务。  或者沐浴休整准备下一个
商务洽谈 
 
*银卡客人只有迪拜休息室可享用.  
 



Emirates 接送机服务 
• 头等舱/商务舱旅客在全球超过70个目的地可预约享受接送机服务 
• EK/QR代码共享航班的头等商务旅客也可在Canberra, Hobart和Wellington享受接

送机服务 
• 需提前48小时预订。  Emirates.cn内“管理预订” 

接送机服务涵盖: 
• 寓所/酒店到机场 
• 目的地机场到最终目的地（寓所/酒店/公司/会场） 
• 中转停留机场和目的地间往返 
• 往来于迪拜和阿布扎比之间 

 
北京/上海免费驾驶里程： 
单程60公里。  超过后每公里5元， 现金支付给司机。 



Q&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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