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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哈德航空公司中国区团队预定部

 员工 负责的单团 电话 电邮

Rena 北京出发团队 010-8521-7933 Groupschn@etihad.ae

Zoe 上海出发团队 010-8521-7923 Groupschn@etihad.ae

Nancy 成都出发团队 010-8521-7976 Groupschn@etihad.ae

Susan 香港出发团队 010-8521-7926 Groupschn@etihad.ae

Kim 香港出发团队 010-8521-7927 Groupschn@etihad.ae



阿提哈德航空公司中国区团队预定操作流程

• 询价
     以邮件形式，将团队询价申请发至：GROUPSCHN@ETIHAD.AEGROUPSCHN@ETIHAD.AEGROUPSCHN@ETIHAD.AEGROUPSCHN@ETIHAD.AE 

      邮件内容请注明： 航班 ，日期，行程，人数，代理人名称，航协号，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团队申请人数：     经济舱必须在10人或以上，10人以下请代理人按照散客形式和价格定位。
                                    公务舱必须在6人或以上，6人以下请代理人按照散客形式和价格定位。
      团队升舱：            允许团队经济舱升到公务舱或头等舱。具体政策及操作方式请发邮件到团队柜

台咨询。

•         确认价格申请订位    
                        团队最终价格均以我公司总部回复为准   

•         追加座位    
      团队记录确认后，我公司不处理任何追加人数的申请。请另行出散客机票。

•         支付押金    
      代理人在核对航班信息无误后，需要在确认单要求时限前支付团队押金，现已经为部分代理人
      开放了收取团队定金功能，可自行在航信信息平台中开立EMD。



阿提哈德航空公司中国区团队预定操作流程

• 出票
            请代理人自行完成出票，我司团队部不出团队票，请务必提前5个工作日出票，否则座位会被取消。

    团队成团率要求80%，低于成团率将罚扣团队押金。

• 团队行程完结后押金退还申请
            代理人自行开立的定金EMD，可以在ASD网站上提交退订申请

                https://www.iata-asd.com
   请代理人务必在团队出发后15151515日内提交退订申请

•     团队邮箱回复时间
                一般情况下1个工作日内回复团队询价 （周一至周五09:00 – 17:00   周六， 周日及公共节假日休息）



航信系统新功能 

• 部分授权代理已开通的功能

• 团队记录出票前代理人自行更改旅客姓名，出票后更改名字仍需联系航司并有费用产生

• 自动换开机票   ---  散客机票在航信系统中换开 
• EMD ( 团队押金，其他杂项费用如超重行李费、机上选座费等)
• 定位记录同步 --- 主要针对航班时刻变更及原始机票被航空公司换开后代理人查看旅客定位及

客票信息

•     即将开通的新功能：

• 作废换开 （VOID EXCHANGE ）



阿提哈德在 大中华地区 航班情况

航班计划表

� 北京出发：每日一班

� 航班详情：

 航段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抵达时间 机型

PEKAUH EY889 0130 0630 A330-200
AUHPEK EY888 2130 0850+1 A330-200

� 上海出发：每日一班

� 航班详情：

 
航段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抵达时间 机型

PVGAUH EY867 0030 0630 A330-200
AUHPVG EY862 2250 1110+1 A330-200



阿提哈德在 大中华地区 航班情况

航班计划表

� 成都出发：每日一班（至2016年10月30日）

� 航班详情：

 航段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抵达时间 机型

CTUAUH EY811 2105 0100+1 A330-200
AUHCTU EY818 0815 1945 A330-200

� 香港出发：每日一班

� 航班详情：

 
航段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抵达时间 机型

HKGAUH EY833 1855 2330 A330-200
AUHHKG EY834 2155 1015+1 A330-200



阿提哈德在 大中华地区 航班情况

航班计划表

� 北京出发至名古屋：每日一班

� 航班详情：

 航段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抵达时间 机型

PEKNGO EY888 0950 1450 A330-200
NGOPEK EY889 2120 0005+1 A330-200



    阿提哈德航空合作伙伴是连接公司理念一致的航空公司的伙伴关系, 旨
在共享我们的网路和航班时刻，并提升产品标准和服务质量。

    目前可接受与阿提哈德航空联运团队预定的共有六家航空公司—意大利
航空（AZ）、柏林航空（AB）、NIKI航空(HG)、印度捷特航空(9W)、塞舌尔
航空(HM)和南非航空(SA)。

可接受团队预定的合作伙伴



- 股权合作伙伴关系 - 往返于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

- 增加阿布扎比、罗马和米兰之间飞行便利。

- 意大利航空于15年3月29日起运营威尼斯-阿布扎比
直飞航班。



- 股权联盟开发60余个从阿布扎比、柏林、法
兰克福、慕尼黑、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
维也纳和米兰的直飞目的地。



• 股权联盟提供阿布扎比-维
也纳的直飞航班

• 加强了维也纳与欧洲目的
地的联系，诸如米兰、慕
尼黑、罗马及苏黎世



- 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城市的直飞服务。



- 每周10班阿布扎比、马埃岛、香港和巴
黎的航班连接。

 



• 我们的战略伙伴及代码共享关系
提供世界范围内49条航线的直
飞，包括从15年3月29日起南
非航空的约翰内斯堡-阿布扎比
每日两班直飞航班。

• 加深了南非与开普敦、伊丽莎白
港、 德班的联系; 并贯穿南非及
中非可通往温得和克、 马普托、 
哈拉雷、 金沙萨和维多利亚瀑布。



为每位旅客
量身定制的票价



最新票价智选方案



北京出发至名古屋的散客客票，不论订座舱位，行李额都为 2PC （23公斤/每件）

行李政策

6北京出发至名古屋的散客客票，不论订座舱位，行李额都为2PC （23公斤/每件）

07-8201973340/11MAR16



小提示：

行李政策

� 北京出发至名古屋的客票，不论订座舱位，行李额都为2PC （23公斤/每件）

� 劳务团队如有额外行李的需求，可联系我们申请增加



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全球客户服务中心

• 大陆地区散客服务专线 （中文）：    4008 822 050 

• 大陆地区代理人服务专线 （中文）： 4008 822 070

• 香港地区散客服务专线 （中文/粤语）：   00852 3071 3221  

• 香港地区代理人服务专线 （中文/粤语）： 00852 3071 3225 

   以上两条热线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 –17：00

• 24小时服务专线 （英文):  00971 2599 0000



航信联系方式

航信代理人热线 10108401
gsd_helpdesk@travelsky.com



代理人常见问题
Q:Q:Q:Q:预定是否有特殊规定？例如预定了位置不取消罚款，什么舱位有需要提前预定之类

A:预定记录后系统会自动出时限，请在时限前出票否则座位会被取消。现阶段不取消不收取罚金，但是希望代理人提前取消不要的记录避免虚占座位。EY见舱销售，除
非价单有特殊规定，否则以系统Q出来的规则和价格为准。

 
QQQQ：代理费？跟出发地有关系？

A：GDS fare 3%的代理费，特价价单没有代理费，跟出发地无关。

 
QQQQ：退票？是否按系统还有额外行政费用？

A：退票规则根据票的限制条件执行，流程由代理人在航信系统里自行操作，需要提前24小时取消座位，否则除了退票费以外还需要手续no-show费，无额外行政费用。

 
QQQQ：改期如何操作？自行换开？具体如何操作

A：改期代理人自己可以改期并换开客票。航信已经开通了自动换开的功能，具体指令见附件。

    
QQQQ：你们一些特殊的规定

A：行李额由票的舱位决定，出票时请注意。

   票的限制条件请以系统Q的价格或者价单为准。

    
QQQQ：航线优势？

A：中东非及欧洲目的地多，转机时间合理。在AUH免费经停，可以开发新的度假产品。商务舱部分舱位可以申请免费的接送。HALA度假产品。微信，新浪微博和官
网会有新产品介绍。

 
Q: Q: Q: Q: 转机行李情况？转机时间要求？

A: 转机航班行李直接托运到目的地，转机时间以系统自动衔接航班为准。



代理人常见问题

QQQQ::::    误机定义
A: 飞机起飞前2小时未取消订座

Q:Q:Q:Q:    变更及退票收费标准    （48484848小时之内/48/48/48/48小时之外）
A: 请以系统中Q出的相应运价规则为准

QQQQ：四舱定义
A：空中官邸 P

   头等舱 F/A/R

   商务舱 J/C/D/W/Z

   经济舱 Y/B/H/K/M/Q/L/V/U/E/T



谢  谢



Q & A

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