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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经济舱 公务舱

基础经济舱 灵活经济舱 基础公务舱 灵活公务舱

� 累计50% 里程 � 累积100% 里程 � 累积150% 里程 � 累积250% 里程

� 10KG手提行李 � 10 KG手提行李 �  15 KG手提行李 �  15 KG手提行李

€ 收费行李, 1 件23 KG, 25 
EUR.

� 一件免费行李  23KG � 一件免费托运行李32KG
� 两件免费托运行李，每件

32KG

€ 只能在官网选位 ，收费 
10 EUR. � 在值机柜台选位 � 在值机柜台选位 � 在值机柜台选位

€ 航班起飞前改期每段收取

3000RUB,NO-SHOW后

改期每航段收取5000RUB
� 航班起飞前免费改期

€ 航班起飞前每段收取改

期费5000RUB，NO-
SHOW后改期每航段收

取7000RUB

� 免费改期

� 不能退票

€ 退票收费1000RUB每航

段，NO-SHOW后退票每

航段收取5000RUB
� 不能退票 � 可免费退票

  � 不能使用公务舱休息室 � 可使用公务舱休息室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运价基础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基础)))) FLEX (灵活)

运价代码
经济舱

YB

公务舱

CB

经济舱
YF

公务舱
CF

订座舱位

Y, B, H, K, M, L, 
V, T, R, S, N, Q, 

O, W
J, C, D

Y, B, H, K, M, L, V, 
T, R, А, S, N, Q, O, 

W
J, C, D

举例 VBSOW CBSOW VFLOW CFLOW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S7S7S7S7直飞自营航班运价直飞自营航班运价直飞自营航班运价直飞自营航班运价

•OOOOBSOW / OOOOFLOW  TBSBSBSBSRT / TFLFLFLFLRT           CBSOWOWOWOW / CFLOW OW OW OW 

•第1个字母—订座舱位

•第2-3个字母—  BSBSBSBS – BASIC, FLFLFLFL – FLEX
•第4-5个字母— OWOWOWOW (单程) RTRTRTRT (往返) 

•代码共享直飞航班运价    
• ((((S7S7S7S7    不是承运人))))    

•OOOOFLOWCS  TFLFLFLFLRTCS   CFLOWOWOWOWCS                         JFLRTCSCSCSCS

•第1个字母—  订座舱位
•第2-3个字母—FLFLFLFL – FLEX
•第4-5个字母—OWOWOWOW (单程) RTRTRTRT (往返)
•第6-7个字母—OWOWOWOW (单程) RTRTRTRT (往返)  
• 最后两个字母 —代码共享航空公司两字代码CSCSCSCS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中转联程航班((((一个城市))))

•OOOOBSMOW / OOOOFLMOW  TBSBSBSBSMOWR / TFLFLFLFLMOWR        CBSOVBOVBOVBOVB / CFLOVBOVBOVBOVB
• JBSMOWRRRR / JFLMOWR R R R 

•第1个字母— 订座舱位

•第2-3个字母—  BSBSBSBS – BASIC, FLFLFLFL – FLEX
•第4-6个字母— 中转城市三字代码

•第7个字母—单程、往返R

•中转多个城市联程航班
•OOOOBS / OOOOFL  TBSBSBSBSR / TFLFLFLFLR   JBSRRRR / JFLR R R R 

•第1个字母—定座舱位 
•第2-3个字母—  BSBSBSBS – BASIC, FLFLFLFL – FLEX
•第4个字母—单程、往返R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联盟及SPASPASPASPA联程运价（中转一个城市）

•  LLLLCABJSL         LKEKEKEKESELQ       LSQFRAFRAFRAFRAK LSQFRAKKKK

•第1个子母—  S7航班的订座舱位
•第2-3个字母— 合作航空公司两字代码 
•第4-6个字母— 中转城市三字代码

•第7个字母— 合作航空公司定座舱位

•结尾为数字1的运价— 只有往返运价

•联盟及SPASPASPASPA联程运价（中转多个城市）

•  SSSSCAL    LKEKEKEKEQ       LSQKKKK

•第1个子母—S7航班的订座舱位

•第2-3个字母— 合作航空公司两字代码 
•第4个字母— 合作航空公司定座舱位

•结尾为数字1的运价— 只有往返运价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运价基础 BASICBASICBASICBASIC ( ( ( (基础)))) FLEX (灵活)

运价基础
经济舱

YB

公务舱

CB

经济舱
YF

公务舱
CF

儿童票折扣（2到12
岁）

25% 25% 25%

50% 
SPA/航空联盟运价 – 

25%
代码共享航班– 25%

OPEN票 禁止 禁止 禁止 允许

舱位组合

仅限于和S7自营航班
的BASIC (YB/CB)组

合运价。
不可和代码共享航班、
SPA、其他航空公司

航班组合运价。

仅限于和S7自营航班
的BASIC (YB/CB)组

合运价。
不可和代码共享航班、
SPA、其他航空公司

航班组合运价。

仅限于和S7自营航班的
FLEX (YF/CF)
组合运价。

不可和代码共享航班、
SPA、其他航空公司航

班组合运价。

仅限于和S7自营航班的
FLEX (YF/CF)
组合运价。

不可和代码共享航班、
SPA、其他航空公司航

班组合运价。

STOPOVERSTOPOVERSTOPOVERSTOPOVER
((((中转联程航班)))) 禁止 禁止 允许 允许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运价基础 BASICBASICBASICBASIC FLEX

经济舱
YYYYBBBB

公务舱

CBCBCBCB

经济舱
YYYYFFFF

公务舱
CCCCFFFF

升舱
(upgrade)

航班结柜前 
(航班起飞前40分钟

以上)

可升舱到BASIC 
(YB/CB)更高舱位。收

取升舱手续费。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
按照新舱位的规则。

可升舱到BASIC 
(YB/CB)更高舱位。收

取升舱手续费。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
按照新舱位的规则。

可升舱到FLEX (YF/CF)
更高舱位

收取升舱手续费。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
按照新舱位的规则。

可升舱到FLEX (YF/CF)
更高舱位。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按
照新舱位的规则。

升舱
(upgrade)

有NO-SHOW
(航班起飞前40分钟

以内)

可升舱到BASIC 
(YB/CB)更高舱位。收
取升舱及NO-SHOW

手续费。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
按照新舱位的规则。

可升舱到BASIC 
(YB/CB)更高舱位。收
取升舱及NO-SHOW

手续费。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
按照新舱位的规则。

可升舱到FLEX (YF/CF)
更高舱位

收取升舱及NO-
SHOW手续费。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
按照新舱位的规则

可升舱到FLEX (YF/CF)
更高舱位。

升舱后改期退票规定按
照新舱位的规则。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运价基础 BASICBASICBASICBASIC FLEX

经济舱
YYYYBBBB

公务舱

CBCBCBCB

经济舱
YYYYFFFF

公务舱
CCCCFFFF

改航段
(Rerouting) 航班

允许
国际改国际航线
国际改国内航线
国内改国内航线

按照规定每个航段收
取手续费。

变更后改期退票按照
新票规则。

允许
国际改国际航线
国际改国内航线
国内改国内航线

按照规定每个航段收
取手续费。

变更后改期退票按照
新票规则。

允许
国际改国际航线
国际改国内航线
国内改国内航线

变更后改期退票按照
新票规则。

允许
国际改国际航线
国际改国内航线
国内改国内航线

变更后改期退票按照
新票规则。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运价基础 BASICBASICBASICBASIC FLEX

经济舱
YYYYBBBB

公务舱

CBCBCBCB

经济舱
YYYYFFFF

公务舱
CCCCFFFF

自愿退票 ( ( ( (航班起
飞前40404040分钟以上删

除PNRPNRPNRPNR))))

FARE 不可退，
YR、YQ税不可退,
机场建设费及其
他未使用税可退

回。

FARE 不可退，YR、
YQ税不可退,机场
建设费及其他未使
用税可退回。

FARE 可退，YR
税,机场建设费及

其他未使用税费
可退回。

YQ税不可退回。

每个航段收取
1000RUB退票费。

FARE 可退，YR
税,机场建设费及
其他未使用税费

可退。
YQ税不可退回。



                                                                                                                                新运价基础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运价基础 BASICBASICBASICBASIC FLEX

经济舱
YYYYBBBB

公务舱

CBCBCBCB

经济舱
YYYYFFFF

公务舱
CCCCFFFF

N0-SHOW的情况下
退票 (航班起飞前40
分钟以内删除PNR)

FARE 不可退，YR、YQ
税不可退,NO-SHOW航
段的机场建设费及其他税

费不可退回。

FARE 不可退，YR、
YQ税不可退,NO-

SHOW航段的机场建
设费及其他税费不可退

回。

未使用航段FARE可退
回。

NO-SHOW航段的YR
税机场建设费及其他税
费不退回。YQ税不退

回。
N0-SHOW航段收取退
票费5000 RUB每段。
没有NO-SHOW的航
段收取1000RUB每航

段手续费。 

FARE可退回。YR税机
场建设费及其他税费可
退回。YQ税不退回。

 



                                            行李相关规则    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SMARTCHOICE
行李 经济舱    公务舱

运价基础 BASIC FLEX BASIC FLEX

成人，2-122-122-122-12岁儿童，2222
岁以下占座的婴儿

免费托运行李额 0PC 1PC
( 23kg)

1PC
( 32kg)

2PC
( 32kg 每件)

手提行李额
1 件

(不超过 10kg)
1 件   (不超过

10kg)

2件
(一共不超过

15kg）

2件 
(一共不超过15kg)

2222岁以下不占座婴儿

免费托运行李额 0PC
1PC

(10kg)
1PC

( 10kg)
1PC

(10kg)

手提行李额 1 件
 (不超过 10кг)

1 件
 (不超过10kg)

1 件
 (不超过 10kg) 2 件

(不超过 15kg)



                                                                                    提前购买超重行李额

• 乘客需要提前告知行李件数，规格和重量。

• 办理值机手续时对行李进行称重核对。

• 在航班起飞48484848小时以上购买超重行李额，可获得10%10%10%10%的折扣。

• 仅支持S7S7S7S7及GHGHGHGH定期航班提前购买行李额。

• SSSS74000-S7499974000-S7499974000-S7499974000-S74999代码共享航班不支持提前购买行李额。

• 可联系航空公司办理或在官网自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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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申请
•10人以上都需要按照团队出票，团队不允许散出。

•团队申请发送到邮箱cccn@s7.ru,写明航线航班号人数。

•正式报价一般情况下需要两个工作日，报价后需要在 24小时内确认团队。

•押金是团队价格的30%-50%，在确认团队后3个工作日内交付。

•成团率为90%，即出票前可删减10%的人数（10人为最小成团人数，不可删减）。

•航班起飞前48小时以上，可免费变更  25%的人名。

•出票后不能改期及退票。

•代表处联系方式：  24小时客服电话400-007-07-25
                         代理人联系电话：010-65529672
                         传真：010-65529643



СпасибоСпасибоСпасибоСпасибо    зазазаза    внивнивнивни
маниеманиеманиемани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