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 – 基辅
产品与服务



 



UIA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ijing
Office 701C,No. 50 Liangmaqiao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25
Office: +86 010 84515518  
Email: SalesTeam_CN@flyuia.com

UIA Call Center Beijing from 
UIA’s Contact Center & Agents Help Desk - P.R.C. 
Domestic national number: 010-84515518
Email: contactUIA_CN@flyUIA.com

                

 



Primary information PS288 BJS- KBP
3 flight per week 2_5_7 ETD 01:35 AM

Organization structure:
Mr. Sergey Ivanov（ 谢龙）- General Representative
Mr. Tian Shuang （田双） – Sales Manager
Ms. Shi Ziqing （石子卿）– Ticket agent
Ms. Liu Xiaofang （刘晓芳） – Ticket agent

                

 



里程 11070 km

长度 54.94 m

高度 15.85 m

翼宽 50.95

时速 850 km/h

最大高度 13,100 m

乘客容量 261/286

技术特性
波音767-300 ER 



商务舱 高端经济舱 经济舱

乘客数量 12 38 211/239

座位布局 2-2-2 2-3-2 2-4-2

扶手 No Yes Yes

舱位服务 
座位分布

商务舱 高端经济舱 经济舱



机场信息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222号航站楼 (BJS) (BJS) (BJS) (BJS)

    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        航站楼DDDD (KBP)   (KBP)   (KBP)   (KBP)  

北京 – 基辅 
基本信息

(+1) – next day

航班号 航程 日期
出发 到达  

当地时间 当地时间

PS288 Beijing – Kiev 12.4.6. 02:35+1 08:10+1 28.03.2016 – 27.10.2016

PS288 Beijing – Kiev ..3…. 02:35+1 08:10+1 27.04.2016 – 24.10.2016

PS288 Beijing – Kiev …..7 02:35+1 08:10+1 19.06.2016 – 21.10.2016

PS287 Kiev – Beijing 1.3.5.7 10:40 01:00+1 27.03.2016 – 28.10.2016

PS287 Kiev – Beijing .2.…. 10:40 01:00+1 26.04.2016 – 25.10.2016

PS287 Kiev – Beijing …..6. 10:40 01:00+1 18.06.2016 – 29.10.2016



乌克兰国际航空的航班在基辅鲍里斯波尔国
际机场D航站楼起飞和降落  
     基本信息





UIA PARTNERS IN PRC UIA PARTNERS IN PRC UIA PARTNERS IN PRC UIA PARTNERS IN PRC 



我们买了在2015从上海去程：
苏黎世，维也纳，特拉维夫，斯德哥尔摩，威尼斯，  
华沙， 维尔纽斯，塔什干， 塔林， 埃里温， 第比利

斯。

                

 



舒适的商务舱



商务舱座椅

颜色 蓝色

材质 皮质

脚踏 有

座位面积 57“ (145сm)

靠椅背

17 “ (43.3 cm)

145 degrees



舒适高端经济舱



经济舱座椅

颜色 蓝色

材质 皮质

座椅面积 36“ (91 сm)

靠背 6“(15 cm)

经济舱座椅
颜色 蓝色

材质 皮质

座椅面积 32” (81 сm)

靠背 6“(15 cm)



起飞前
UIA 乘客服务
 

  商务舱 高端经济舱 经济舱

网络值机 Yes Yes Yes

柜台值机 Yes
BJS- Common Check-in

KBP – Yes 
 Common 
Check-in 

快速通道  (基辅) KBP - Security check  No* No*  

商务舱休息室  Yes No* No*  

* Different regulations for Panorama Premium FFP members  apply (see Panorama Club slide)
** Currently available from KBP and  selected UIA cities in Europe/CIS.  



商务舱 高端经济舱 经济舱

托运行李

2222    件 x  x  x  x 33332kg2kg2kg2kg
For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3 pieces x 32kg

2222    件 x 2 x 2 x 2 x 23333kgkgkgkg****
For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3 pieces x 25kg

2222    件 x 2 x 2 x 2 x 23333kgkgkgkg****
For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2 pieces x 25kg

手提行李 2 2 2 2 件    总重    15 15 15 15 kg kg kg kg 

1111    件 x 7kg x 7kg x 7kg x 7kg
For Panorama Club 
高级/经典会员
1 pieces x 12kg

1111    件 x 7kg x 7kg x 7kg x 7kg
For Panorama Club 
高级/经典会员
1 pieces x 12kg

行李
 

*25 kg for Panorama Club Classic members 



商务舱机上服务



商务舱餐食服务
飞机餐

为商务舱乘客提供多种酒精和无酒精饮品。

商务舱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就餐卡上的食物.

UIA量身定制的瓷器餐具。



商务舱餐食  (北京 – 基辅)

丰富的小吃

第二餐
早午餐
•  前菜
•  主菜 (2 选1)
•  面点
•  茶/咖啡

第一餐
便餐

•       开胃菜 (2选1)
•       时令沙拉
•       主菜 (2 选1) 
•       面包篮
•       甜点 (2 选1) 
•       茶/咖啡

欢迎饮品
•  (起飞前)



商务舱餐食  (基辅-北京)

丰富的小吃

第二餐
晚餐
•  前菜
•  主菜 (2 选1)
•  面点
•  茶/咖啡

第一餐
午餐

•       开胃菜 (2选1)
•       时令沙拉
•       主菜 (2 选1) 
•       面包篮
•       甜点 (2 选1) 
•       茶/咖啡

欢迎饮品
•  (起飞前)



高端经济舱机上服务



高端经济舱餐食

我们的机上服务人员将为高端经济舱的乘客提供 :
 

Complimentary bar (wine, beer, soft drinks)
Hot and Cold drinks are available 
throughout the flight

基辅    ––––    北京
第一餐 ( ( ( (午餐)))) 第二餐 ( ( ( (晚餐))))

开胃菜
沙拉
主菜
甜品或水果
咖啡/茶/果汁

小吃
主餐
甜品
咖啡/茶/果汁

北京----基辅
第一餐 ( ( ( (便餐)))) 第二餐((((早午餐))))

开胃菜
沙拉
主菜
甜品或水果
咖啡/茶/果汁

小吃
主餐
甜品
咖啡/茶/果汁



经济舱机上服务



经济舱餐食
飞机餐

全程提供付费零食

为经济舱乘客提供:
 

第一餐
便餐 ( ( ( (北京----基辅))))
午餐((((基辅----北京))))

第二餐
早餐((((北京----基辅))))
便餐 ( ( ( (基辅----北京))))

开胃菜
主餐
甜点 
茶/咖啡/果汁

小吃
甜点 
茶/咖啡/果汁



所有乘客可以在起飞前48小时预定特殊餐食.  
 

可提供: : : : 

• 犹太餐

•清真餐

•素食

•儿童餐

•婴儿餐

特殊餐食



舒适的机上物品  
 商务舱便携包

• 袜子
• 耳机
• 睡眠眼罩

• 鞋拔

• 梳子

+ 

•毯子
• 枕头

高端经济舱////经济舱便携包

• 耳机
• 睡眠眼罩
• 袜子

+

• 毯子

• 枕头 (高端经济舱)
 



种类繁多的免税商品  

UIA 飞行全程中提供免税商品购买服务

• 化妆品
• 香水
• 手表
• 珠宝
• 饰品
• 儿童玩具 
• 糖果
• 酒水



机上娱乐



机上娱乐(视频)

屏幕将会显示飞行互动图和安全广播

头顶上方的屏幕可选择喜爱的电影观看

波音767配备了三台电视大屏和15台中屏   

ФИЛЬМЫ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СУБТИТРАМИ



为商务舱的乘客提供英语/俄语/乌克兰语的书刊杂志

飞机上的书刊报纸

“Panorama” 

为所有乘客提供航班杂志



Panorama Club
详细服务图表

服务 商务舱 高端经济舱 经济舱

商务休息室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可享受，并可以邀请一人 可享受，并可以邀请一人 可享受，并可以邀请一人. 
Panorama Club 经典会员 乘机本人 No No
柜台值机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商务舱专用值机柜台  商务舱专用值机柜台  商务舱专用值机柜台

Panorama Club 经典会员  商务舱专用值机柜台 普通柜台 普通柜台

快速通道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KBP –快速安检通道 KBP –快速安检通道 KBP –快速安检通道

Panorama Club 经典会员 KBP-快速安检通道 No No

行李规则

手提行李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2 件 ，总重 15 kg 1 件 x  12kg 1 件x  12kg
Panorama Club 经典会员 2 件 ，总重 15 kg 1 件 x  12kg 1 件 x  12kg
托运行李
Panorama Club 高级会员 3 件*32 kg 3 件*25 kg 3 件*25 kg

Panorama Club 经典会员 2 件*32 kg 2 件*25 kg 2 件*25 kg



Panorama club

舱位 里程计算百分比
飞行里程

单程 往返

商务舱 C/D 150% 5 997 11 994
商务舱 Z 120% 4 798 9 595

商务舱 A** 100% 3 998 7 996

高端经济舱  S/Y/P 110% 4 398 8 796
高端经济舱  I* 100% 3 998 7 996
经济舱 W/B/E/H/K/O/V/L/R/Q 100% 3 998 7 996

经济舱  G/J/M/N/T 50% 1 999 3 998

北京----基辅飞行里程累计 :

乘坐乌克兰国际航空的航班经由基辅转机去往乌克兰其他城市，可奖励：

奖励类型 要求英里数

往返程机票奖励
经济舱 80 000
高端经济舱 100 000
商务舱 120 000
单程升舱    
从经济舱升高端经济舱 10 000*以上

从高端经济舱升商务舱 10 000*以上

从经济舱升商务舱 20 000*以上

* 从经济舱升高端经济舱 **从经济舱升商务舱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subject to change.subject to change.subject to change.subject to chan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www.flyUIA.com



Panorama club

乘坐乌克兰国际航空的航班经由基辅飞往全球其他城市 :

奖励类型
要求英里数

depending Award Zone** of departure
往返票奖励
经济舱 从 80 000 到 100 000
高端经济舱 从100 000 到  120 000
商务舱 从 120 000  到 140 000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Information shown in the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presentation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November 28, 2014), but is 
subject to change.subject to change.subject to change.subject to chan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www.flyUIA.com

Earned miles can be used for award tickets on partner airlines: Earned miles can be used for award tickets on partner airlines: Earned miles can be used for award tickets on partner airlines: Earned miles can be used for award tickets on partner airlines: 
Austrian Airlines, Swiss International, KLM, Air France, TAP Austrian Airlines, Swiss International, KLM, Air France, TAP Austrian Airlines, Swiss International, KLM, Air France, TAP Austrian Airlines, Swiss International, KLM, Air France, TAP 
Portugal, Etihad Airways) or upgrades (only on UIA flights)Portugal, Etihad Airways) or upgrades (only on UIA flights)Portugal, Etihad Airways) or upgrades (only on UIA flights)Portugal, Etihad Airways) or upgrades (only on UIA flights)****. . . . 

**AWARD ZONES & TRANSIT AWARD TICKETS FOR UIA FL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