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卡机场网络明细
恭喜您成为中国最大的机场贵宾室候机服务计划的会员!
龙腾卡拥有大中华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机场贵宾服务网络。从
此，您在航空旅行中将保有最广泛的私人自留地的权利，不论您购买任
何一家航空公司的何种机票，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享受自己心仪的贵宾休
息室。
龙腾卡已覆盖 80 个机场 174 间休息室：
65 个）：北京、上海浦东、上海虹桥、广州、深圳、
境内机场（65
包头、北海、长春、长沙、成都、重庆、大理、大连、福州、赣州、贵
阳、桂林、哈尔滨、海口、合肥、呼和浩特、济南、九寨沟、昆明（暂
停）、兰州、丽江、连云港、柳州、南京、南宁、宁波、青岛、泉州、
三亚、沈阳、石家庄、台州、太原、天津、威海、乌鲁木齐、无锡、武
汉、西安、西宁、西双版纳、厦门、徐州、烟台、宜昌、银川、郑州、
珠海、武夷山、南昌、绵阳、湛江、常州、温州、万州、芒市、腾冲、
济宁、香格里拉、西昌。
15 个）：香港、新加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境外机场（15
安卡拉、泰国曼谷、韩国首尔仁川、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柔佛、
马来西亚兰卡威、加拿大多伦多、加拿大温哥华、加拿大埃德蒙顿、印
度新德里、印度海德巴拉、阿曼马斯喀特。
其中共有 37 个机场包含国际休息室服务，共含 73 间休息室：

1

22 个）：北京、上海浦东、上海虹桥、广州、深圳、
境内机场（22
南京、宁波、沈阳、天津、无锡、厦门、郑州、桂林、徐州、武汉、重
庆、南宁、青岛、三亚、温州、长沙、太原。
15 个）：香港、新加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境外机场（15
安卡拉、泰国曼谷、韩国首尔仁川、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柔佛、
马来西亚兰卡威、加拿大多伦多、加拿大温哥华、加拿大埃德蒙顿、印
度新德里、印度海德巴拉、阿曼马斯喀特。

温馨提示：
1： 龙腾卡贵宾室标准服务时间为 2 小时/次，若使用超时，需重新
刷卡。
2：龙腾卡有权收取持卡人及携伴的超时使用费用。
3: 部分贵宾室的开放时间根据最早航班以及最晚航班而定。
4：服务划扣标准为：1 点/人次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国际机场航
班服务及境外机场服务划扣 2 点/人次；）
5: 权益更新以及优惠活动请留意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网站
http://creditcard.ecitic.com，恕不另行通知。中信银行在法
律允许范围享有对龙腾卡的使用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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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机场

1.

PEK
PEK）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PEK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南航明珠会员俱乐部
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后直行 100 米。

营业时间：06：30-22：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国航会员休息室
位置：

T3 航站楼，安检后上楼 C51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08：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国航国内公务舱休息室
位置：

T3 航站楼，安检后 33 号登机口附近乘电梯上楼，左侧“国航国内公务舱休息
室”。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11

设施提供：公务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东航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后右侧第一间。

营业时间：05：30-东航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宽带上网、报刊杂志、航
班查询、提醒登机（只限东航、上航航班）。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航国际公务舱休息室
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后直行 50 米。

营业时间：06：00-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公务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国航国际公务舱休息室
位置：

T3 航站楼，安检后 E19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05：30-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公务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商务计时休息室
位置：

T3 航站楼，安检后右转，E10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24 小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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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T2 国际 BGS 公务舱休息室
位

置：T2 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安检后，11 号登机口对面。

服务时间：早上 5:30-凌晨 2：00（次日）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公务舱休息室、咖啡、点心、饮料、热食、电视、有线电话、宽带上网、报刊
杂志、航班查询。
贵宾室： T3 国际 BGS 公务舱休息室
位

置：T3 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安检后，19 号登机口对面夹层。

服务时间：早上 5:00-凌晨 2:00（次日）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公务舱休息室、咖啡、点心、饮料、热食、电视、有线电话、宽带上网、报刊
杂志、航班查询。

2.

PVG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PVG
PVG）

国内出发
贵宾室： 1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1 航站楼，安检后 10 号登机口斜对面。

营业时间：06：3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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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随行人员须与持卡人同一航班。2 岁以下小孩可免
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
贵宾室： 73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后下至二楼右转，73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3：00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随行人员须与持卡人同一航班。2 岁以下小孩可免
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

国际出发
贵宾室： 37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1 航站楼，安检后 18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00-23：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随行人员须与持卡人同一航
班。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自助餐、酒水、电视、上网、报刊杂志、
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66 号贵宾休息室
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后左转 65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0：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随行人员须与持卡人同一航
班。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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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自助餐、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3.

SHA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SHA
SHA）

国内出发
贵宾室： B2 头等舱贵宾室
位置：

T1 航站楼，安检后 B2 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随行人员须与持卡人同一航班。2 岁以下小孩可免
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
贵宾室： V1 头等舱贵宾室
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后 25、26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随行人员须与持卡人同一航班。2 岁以下小孩可免
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

国际出发
贵宾室： B11 号公务舱休息室
位置：

T1 航站楼，安检后 B11 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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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随行人员须与持卡人同一航
班。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公务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自助餐、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
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4.

CAN
CAN）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CAN

国内出发
E 岛 13 号柜台：国内出发厅 3 号门对面的 E13 号柜台出示龙腾卡，有专人代办乘机手续
和行李托运。
贵宾室： 东二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内出发厅 A 区，安检后左转直行约 20 米。

营业时间：06：3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登机手续、行李托运、电瓶车代步、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
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贵宾室： 东三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内出发厅 A 区，安检后左转直行，A133 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登机手续、行李托运、电瓶车代步、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
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贵宾室： 西一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内出发厅 B 区，安检后左转直行至尽头。
营业时间：06：3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登机手续、行李托运、电瓶车代步、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
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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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室： 西三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内出发厅 B 区，安检后右转直行，B224 和 B235 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登机手续、行李托运、电瓶车代步、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
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含 4 个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直行 20 米。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5.

SZX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SZX
SZX）

国内出发
贵宾室： （飞悦）机场公务舱休息室
位置：

A 楼，安检后直行约 5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公务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贵宾室： 南航明珠贵宾休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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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A 楼：安检后直行 50 米左转。

营业时间：南航出港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南航出港航班结束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有线电视、报刊杂志、宽带上网、打印
传真、航班查询、提醒登机（仅限南航航班）。
贵宾室： （飞悦）东航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B 楼，安检后左转约 10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左转，乘电梯上二楼后直行 1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6.

BAV
包头二里半机场 （BAV
BAV）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1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18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7.

BHY
北海福城机场（BHY
BHY）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二楼安检后右转。
营业时间：07：3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8.

CGQ
CGQ）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CGQ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5，6 号登机口之间（B319 房）。

营业时间：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9.

CSX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CSX
CSX）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南航明珠俱乐部精英会员 V2 休息室
位置：

T2 航站楼 B 支廊，安检后 31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南航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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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出发
贵宾室：

南航国际休息室

位置：

（仅限南航国际航班客户）国际出发大厅，安检后左侧“南航国际休息室”。

营业时间：南航最早国际航班-南航国际航班结束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仅限南航航班）。

10.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CTU
CTU
CTU）

T1 候机楼：
“商务贵宾接待中心”
”,出示登机牌与龙腾卡
办理登机手续后，请到 1 号门或 4 号门附近的“
并领取头等舱休息室服务单,,方可享受头等舱安检通道和休息室服务。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1 候机楼，B 支廊 8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安检通道、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
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1 候机楼，C 支廊安检后直行 50 米，C1 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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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安检通道、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
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七星 VIP 候机厅
位置：

安检前，T1 候机楼出发大厅 4 号门对面 2 楼夹层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VIP 候机厅休息；提供代办登机牌、协办行李托运；按餐饮配置要求免费享用
小食、饮料等；提供宽带上网、书报杂志；指引客户通过安检。
餐饮配置：Ⅰ.可乐、雪碧、鲜橙多、绿茶、红茶、王老吉、红牛、矿泉水、奶茶等；Ⅱ.
花毛峰、素毛峰、菊花茶、柠檬茶等；Ⅲ.咖啡；Ⅳ.方便面；Ⅴ.瓜子、花生等。
以上每类可任选一种组合搭配。

T2 候机楼：
“商务贵宾接待中心”
”,出示登机牌与龙腾卡
办理登机手续后，请到 13 号门或 9 号门附近的“
并领取头等舱休息室服务单,,方可享受头等舱安检通道和休息室服务。

11.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CKG
CKG
CKG）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A 支廊，安检后右转直行约 50 米，于 12 号登机口旁“头等舱休息室”指示牌处
下楼至夹层。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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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B 支廊，安检后直行约 15 米，B01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C 支廊，安检后直行约 15 米，C01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2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DLU
12. 大理机场（DLU
DLU）
贵宾室： 头等舱候机楼
位置：

安检后 3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0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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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DLC
13.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DLC
DLC）
贵宾室： 贵宾候机 A 区
位置：

安检后 20 号登机口附近乘电梯下二楼至“贵宾候机 A 区”

营业时间：06：3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FOC
14.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FOC
FOC）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转 100 米上三楼。

营业时间：08：3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贵宾接待中心”
”处出示龙腾卡，有专人代办登机牌和行李托运。
国内出发厅 1 号门对面“

贵宾室： 嘉宾休息室
位置：

候机楼二楼，国内出发厅 1 号门对面的“三楼贵宾区域各冠名贵宾厅”（安检前）。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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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嘉宾休息室休息；贵宾接待中心代办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专用贵宾安检通道；
免费享用点心、咖啡、饮料等小食；提供电视、无线上网、书报杂志；提供航
班信息咨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KOW
15. 赣州黄金机场 （KOW
KOW）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上 2 楼最左侧。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KWE
16.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KWE
KWE）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直行 10 米右转。

营业时间：07：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KWL
17.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KWL
KWL）

国内出发
贵宾室： 逸飞祥空港贵宾俱乐部
位置：

安检后 3 号登机口处。

营业时间：07：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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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水果、酒水、电视、报刊杂志、上网、
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贵宾室： 逸飞祥空港贵宾俱乐部
位置：

安检后 9 号登机口处。

营业时间：07：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水果、酒水、电视、报刊杂志、上网、
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贵宾室： 逸飞祥空港贵宾俱乐部
位置：

安检后 11 号登机口处。

营业时间：07：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水果、酒水、电视、报刊杂志、上网、
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逸飞祥空港贵宾俱乐部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 15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水果、酒水、电视、报刊杂志、上网、
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HRB
18.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HRB
HRB）
贵宾室： 半岛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直行。
营业时间：0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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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支廊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 1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HAK
19.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HAK
HAK）
贵宾室： 美兰机场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转，6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2：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
机。

HFE
20. 合肥骆岗国际机场 （HFE
HFE）
贵宾室： 美兰机场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二楼左侧，二楼有指示牌。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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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
21.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HET
HET）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行 100 米。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TNA
22.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TNA
TNA）

贵宾室： 2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3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 - 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3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 9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0：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远机位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转 20 米，乘电梯下一楼，12-16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7：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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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JZH
23. 九寨黄龙机场 （JZH
JZH）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候机楼二楼，1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商务贵宾休息室
位置：

候机楼二楼，4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KMG
24. 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 （KMG
KMG）（暂停服务）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前行 30 米 12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前行 30 米 13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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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LHW
25. 兰州中川机场 （LHW
LHW）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转 10 米。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LJG
26. 丽江三义机场 （LJG
LJG）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侧。
营业时间：07：00-22：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登机手续、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
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LYG
27. 连云港白塔埠机场 （LYG
LYG）
贵宾室： 贵宾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上二楼，右侧“贵宾休息室”。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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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H
28. 柳州白莲机场 （LZH
LZH）
贵宾室： 第二贵宾室（内有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出发大厅左侧。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专人代办乘机手续、专用安检通道、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
视、无线网络、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NKG
29.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NKG
NKG）

国内出发
贵宾室： 1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 100 米。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2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 200 米。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 1 号头等舱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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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国际 1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国际 2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国际 16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国际 3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国际 16 号登机口斜对面。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NNG
30.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 （NNG
NNG）

国内出发
“顺旅 VIP 服务台”
”处出示龙腾卡，有专人指引
国内出发厅“
贵宾室： 顺旅贵宾厅
位置：

安检后左转，直行 50 米。

营业时间：0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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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厅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直行 80 米。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右转直行 1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有线电话、上网、报刊杂志、航
班查询、提醒登机。

NGB
31.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NGB
NGB）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7 号登机口旁边。

营业时间：07：0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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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室： 远机位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11、12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1 号商务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4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商务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
提醒登机。
贵宾室： 2 号商务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2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商务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
提醒登机。
贵宾室： 3 号商务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5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商务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
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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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 1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TAO
32.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TAO
TAO）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15 号登机口斜对面上楼梯。

营业时间：06:30-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12 号登机口对面上楼梯。

营业时间：08:00-17: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左转上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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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JJN
33. 泉州晋江机场（JJN
JJN）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上二楼 1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07：3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SYX
34.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SYX
SYX）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侧。
营业时间：06：00-23：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口对面。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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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SHE
35.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
SHE）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1 候机楼：安检后右转上楼，13 号登机口斜对面。

营业时间：06：30-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2 候机楼，安检后右转，于 4 号登机口对面上三楼。

营业时间：06：30-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2 候机楼，国际出发厅安检后上二楼，9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36

SJW
36.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SJW
SJW）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约 20 米，6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0：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HYN
37. 台州路桥机场 （HYN
HYN）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5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贵宾候机室
位置：

安检后 5 号登机口旁。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候机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快速登机。

TYN
38.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TYN
TYN）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10 米左侧。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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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营业时间：国际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位置：

2 号航站楼，安检后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指
引登机。

TSN
39.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TSN
TSN）

国内出发
国内出发厅 2 号门左侧 C01 贵宾会员值机柜台出示龙腾卡，有专人代办登机手续，并可享
用优先安检通道。
贵宾室： 3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直行 9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乘机手续和行李托运、专人陪同过优先安检通道、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
品、精美小吃、水果、酒水、电视、无线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
机。
贵宾室： 6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直行，32 号登机口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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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乘机手续和行李托运、专人陪同过优先安检通道、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
品、精美小吃、水果、酒水、电视、无线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
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转直行。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水果、酒水、电视、无线上网、报刊杂
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WEH
40. 威海大水泊国际机场 （WEH
WEH）
贵宾室： 头等舱候机室
位置：
国内一楼，安检后右侧。
营业时间：07：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候机室
位置：

国内二楼，安检后 3 号登机口右侧。

营业时间：07：0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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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C
41.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URC
URC）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后乘电梯上三楼。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WUX
42.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 （WUX
WUX）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2-3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携伴人数不得超过 1 人/次，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携伴人数不得超过 1 人/次，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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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
43.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WUH
WUH）

国内出发
龙腾卡接待柜台：国内出发厅 2 号门对面的接待柜台出示龙腾卡，有专人代办乘机手续和
行李托运，并可享用头等舱安检通道和远机位 VIP 贵宾车摆渡。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A 支廊安检后直行约 5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接待柜台、专人代办乘机手续和行李托运、头等舱安检通道、头等舱休息室、
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远机位 VIP 贵宾车摆渡。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B 支廊安检后 B01 登机口斜对面。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接待柜台、专人代办乘机手续和行李托运、头等舱安检通道、头等舱休息室、
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远机位 VIP 贵宾车摆渡。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直行 5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41

XIY
44.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XIY
XIY）

贵宾室： 5 号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2 号楼，安检后右转 9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45-22：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
醒登机。

XNN
45. 西宁曹家堡机场 （XNN
XNN）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上 2 搂左转直行。

营业时间：06：00-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指
引登机。

JHG
46. 西双版纳景洪机场 （JHG
JHG）
贵宾室： 百事特商务贵宾厅
位置：

国内出发厅问讯处旁的“百事特接待柜台”出示龙腾卡，有专人引领至“百事特
商务贵宾厅”。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商务贵宾厅休息室、优先安检通道、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报
刊杂志、上网、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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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N
47.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XMN
XMN）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二楼安检后左转 3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7：00-21：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 10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果盘、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
询、提醒登机。

XUZ
48. 徐州观音机场 （XUZ
XUZ）

国内出发
（龙腾卡客户可前往 01 号贵宾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直行。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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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01 号贵宾值机柜台、头等舱休息室、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
查询、提醒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右转直行。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
机。

49. 烟台莱山国际机场 （YNT
YNT
YNT）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约 20 米。

营业时间：06：3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YIH
50. 宜昌三峡机场 （YIH
YIH）
进入候机大厅左转，贵宾服务接待柜台，有专人引导服务。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营业时间：06：30-21：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代办登机手续、行李托运、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
杂志、上网、航班查询、专人引导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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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
51. 宁夏银川河东机场 （INC
INC）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转约 10 米，8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2：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CGO
52.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CGO
CGO）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11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
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 8 号登机口对面下电梯，16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6：30-22：00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
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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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国际出发厅，安检后。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
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饮品、精美小吃、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
机。

ZUH
53. 珠海三灶机场 （ZUH
ZUH）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直行 20 米。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WUS
54. 武夷山机场 （WUS
WUS）

龙腾卡客户可前往 5 号值机柜台优先办理乘机手续
贵宾室： 头等舱候机室
位置：

国内候机厅问询柜台右侧“头等舱候机室”。

营业时间：07：20-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有线电话、宽带上网、报刊杂志、
航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HKN
55.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HKN
HKN）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T2 航站楼：二楼安检后，左转直行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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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MIG
56. 绵阳南郊机场 （MIG
MIG）
贵宾室： 头等舱候机室
位置：

二楼安检后，右转直行 5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报刊杂志、无线网络、航班查询、
专人提醒引导登机。

ZHA
57. 湛江机场 （ZHA
ZHA）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内候机楼，安检后右转直行 50 米“头等舱休息室”。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有线电话、宽带上网、无线网络、
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CZX
58. 常州奔牛机场 （CZX
CZX）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左转 10 米至“头等舱休息室”。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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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宽带上网、无线网络、报刊杂志、
航班查询、提醒登机。

WNZ
59. 温州永强国际机场 （WNZ
WNZ）

国内出发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一楼候机厅，安检后 12 号登机口旁边。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有线电话、上网、报刊杂志、航
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二楼候机厅，安检后 3 号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7：00-22：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有线电话、上网、报刊杂志、航
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国际出发
贵宾室： 国际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国际出发大厅，安检后左转 10 米。

营业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有线电话、上网、报刊杂志、航
班查询、提醒并指引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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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N
60. 万州五桥机场 （WXN
WXN）
贵宾室： 贵宾休息室
服务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位置：

国内出发大厅问询柜台出示龙腾卡，有专人指引至“贵宾休息室”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指定接待柜台、协办/代办登机手续；行李托运；专人指引；头等舱安检通道；
国内头等舱休息室休息；免费享用、咖啡、饮料等小食；书报杂志；提供航班
信息咨询、提醒并指引客户登机（广播提醒或专人提醒）。

61. 腾冲驼峰机场

TCZ
TCZ）
（TCZ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服务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位置：

安检后右侧“头等舱休息室”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免费享用咖啡、饮料等小食；提供电视、有线电话、宽带上网、书报杂志；提
供航班信息咨询、提醒登机。

62. 德宏芒市机场

LUM
（LUM
LUM）

贵宾室： 百事特贵宾厅
服务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位置：

国内出发大厅问询柜台出示龙腾卡，有专人指引至候机楼左侧“百事特贵宾厅”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协办/代办登机手续；行李托运；专人指引；贵宾厅休息；免费享用、咖啡、饮
料等小食；书报杂志；提供航班信息咨询、贵宾专用安检通道、贵宾专用停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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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G
63. 济宁曲阜机场（JNG
JNG）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二楼左侧“头等舱休息室”。

营业时间：10:00-22:3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免费享用点心、咖啡、饮料等小食、电视、宽带上网、报刊杂
志、航班查询、指引登机。

DIG
64.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DIG
DIG）
贵宾室：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B 楼，安检后二楼中部“头等舱休息室”
营业时间：7:00-23：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点心、咖啡、饮料、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指引
登机。

XIC
65. 西昌青山机场（XIC
XIC）
贵宾室： 头等舱休息室
位置：

安检后右侧“头等舱休息室”

营业时间：7:00-19:00
相关规定：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点心、咖啡、饮料、电视、上网、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指引
登机。

境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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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G
66. 香港国际机场（HKG
HKG）

国际出发
贵宾室： The Travelers’ Lounge
位置：

T1 东翼，一号客运大楼，离境层东翼近 1 号登机闸口附近。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淋浴设施、食物及饮品、上网设施、国际报刊杂志、国际电视频道、航班数据、
手提电话及手提电脑充电服务、本地电话、行李寄存。
贵宾室： The Travelers’ Lounge
位置：

T1 西翼，一号客运大楼，离境层西翼近 35 号登机闸口附近。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淋浴设施、食物及饮品、上网设施、国际报刊杂志、国际电视频道、音乐欣赏、
航班数据、手提电话及手提电脑充电服务、本地电话、行李寄存。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T2 到达，二号客运大楼 4 楼 4G024 室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淋浴设施、食物及饮品、上网设施、国际报刊杂志、国际电视频道、航班数据、
手提电话及手提电脑充电服务、本地电话、行李寄存。

51

SIN
67.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SIN
SIN）

国际出发
贵宾室： Rainforest by SATS Lounge
位置：

1 号客运大楼，离境层移民检后，C1 登机闸口对面。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4 个小时，6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自助餐、点心、酒精与非酒精性饮料、上网设施与无线网络、国际报刊杂志、
国际电视频道，航班查询
贵宾室： SATS Premier Club Lounge
位置：

1 号客运大楼，离境层移民检后，左转直行 50 米左右，在“SATS Lounge”标
识处上扶梯。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4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淋浴设施、按摩椅、自助餐、点心、酒精与非酒精性饮料、上网设施与无线网
络、国际报刊杂志、国际电视频道，航班查询
贵宾室： SATS Premier Club Lounge
位置：

2 号客运大楼，离境层移民检后左转直行，在“SATS Lounge”标识处上扶梯。

营业时间：05：00-01：3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4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淋浴设施、按摩椅、自助餐、点心、酒精与非酒精性饮料、上网设施与无线网
络、国际报刊杂志、国际电视频道，航班查询。
贵宾室： SATS Premier Club Lounge
位置：

3 号客运大楼，离境层移民检后左转直行，在“SATS Lounge”标识处上扶梯。

营业时间：00：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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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２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4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淋浴设施、按摩椅、自助餐、点心、酒精与非酒精性饮料、上网设施与无线网
络、国际报刊杂志、国际电视频道，航班查询。
贵宾室： The Green Market
位置：

2 号客运大楼，离境层移民检后，贵宾室位于“KrisFlyer Lounge”附近。。

营业时间：06:00-01:00（次日）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电视、本地
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IST
68.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IST
IST）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rimeclass” Wings Lounge
位置：

国际出境大厅，护照检查后右转，直行至走廊尽头，在“primeclass” Wings
Lounge 标识处下扶梯。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6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淋浴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电视、无线/有线上网、报
刊杂志、航班查询、禁止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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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B
69. 土耳其安卡拉--埃森博阿国际机场（ESB
ESB）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rime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出境大厅，护照检查后右转直行，在“primeclass” Lounge 标识处上扶梯。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6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淋浴室、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电视、无线/有线上网、报
刊杂志、航班查询、禁止吸烟。

BKK
70. 泰国曼谷国际机场（素万那普国际机场）（BKK
BKK）

国际出发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LOUNGE (CONC-A)

位置：

国际航站楼（东面）A 大厅，四楼入境检查后下至三楼，遵循“CIP Lounge”
标识指引至“LOUIS' TAVERN CIP LOUNGE”（A3 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3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无线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显示屏（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LOUNGE (CONC-C)

位置：

国际航站楼（东面）C 大厅，四楼入境检查后下至三楼，遵循“CIP Lounge”
标识指引至“LOUIS' TAVERN CIP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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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3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无线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显示屏（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LOUNGE (CONC-F)

位置：

国际航站楼（西面）F 大厅，四楼入境检查后下至三楼，遵循“CIP Lounge”
标识指引至“LOUIS' TAVERN CIP LOUNGE”。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3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无线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显示屏（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LOUNGE (CONC-G)

位置：

国际航站楼（西面）G 大厅，四楼入境检查后下至三楼，遵循“CIP Lounge”
标识指引至“LOUIS' TAVERN CIP LOUNGE”。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3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无线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显示屏（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LOUNGE (CONC-G)

位置：

国际航站楼（西面）G 大厅，四楼入境检查后，遵循“CIP Lounge”标识指引
至“LOUIS' TAVERN CIP LOUNGE”（G2 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0: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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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3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残疾人通道、独立休息间、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
美小吃、酒水、无线上网、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显示屏（无广播提醒登机）、
独立吸烟室。
贵宾室：
位置：

LOUIS' TAVERN CIP LOUNGE (CONC-G)
国际航站楼（西面）G 大厅，四楼入境检查后下至三楼，遵循“CIP Lounge”
标识指引至“LOUIS' TAVERN CIP LOUNGE”（G2 登机口对面）。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2 个小时，3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头等舱休息室、残疾人通道、独立休息间、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
美小吃、酒水、无线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本地传真、报刊杂志、航班显示
屏（无广播提醒登机）、独立吸烟室。

ICN
71. 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ICN
ICN）

国际出发
贵宾室： Hub Lounge
位置：

主航站楼-东翼，入境检查后上四楼，过境柜台和 11 登机口对面“Hub Lounge”。

营业时间：07:00-21: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
无线上网、电视、本地电话及传真、报刊杂志、航班显示屏（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Hub Lounge
位置：

主航站楼-西翼，入境检查后上四楼，过境柜台和 42 登机口对面“Hub Lounge”。

营业时间：07: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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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
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酒水、
无线上网、电视、本地电话及传真、报刊杂志、航班显示屏（无广播提醒登机）。

KUL
72. 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KUL
KUL）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辅助航站楼，入境检查后，乘‟Aerotrain‟到辅助机场大楼，左转乘2号电梯到夹
层，贵宾室位于夹层右侧。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廉价航站楼，入境检查前，贵宾室的入口位于国际出发安检区的左侧。(已过入
境检查的旅客可从T1/T2号登机口对面的另一入口进入休息室)。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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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B
73. 马来西亚柔佛士乃国际机场（JHB
JHB）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出发厅，在一楼入境检查后，转右直行后再右转，贵宾室位于旅游信息柜
台附近（近 2-3 号登机口）。
营业时间：06:30-22:3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LGK
74. 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机场（LGK
LGK）

/国际出发
国内/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主航站楼，出发厅No. AD2，安全检查前，移民检查后左侧。

营业时间：07:00-23: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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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Z
75. 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YYZ
YYZ）

国际出发
贵宾室： Toronto Pearson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楼-国际出发厅，入境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E77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周一、周三、周五: 04:00 – 22:00
周二、周四、周六: 04:00 – 22:30
周日: 04:00-21:3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前往美国以外的国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
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楼-USA Transborder，入境检查后，乘电梯下至 2 层后左转，贵宾室
位于 191 号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5:00-20:3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前往美国的国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酒水、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楼-国际出发厅，入境检查后，乘电梯往 AT 层，贵宾室位于 C32 号
登机口附近。

营业时间：05: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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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前往美国以外的国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
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加拿大国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楼-国内出发厅，安检后右转直行至贵宾室。

营业时间：05:00-22: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加拿大国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
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楼-国内出发厅，安检后，贵宾室位于 B22 和 B24 号登机口之间。

营业时间：05:00-22:3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加拿大国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
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YVR
76. 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YVR
YVR）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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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国际航站楼-国际出发厅，在 3 层入境检查后直行至贵宾室。

营业时间：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周日: 04:00 – 01:00 （次日）
周二、周六: 05:00 – 01:00（次日）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前往美国以外的国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
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美国航班航站楼- USA Departures，入境检查后，穿过 E87 号登机区至贵宾
室。

营业时间：周日-周五: 05:00 – 18:30
周六: 05:00 – 18: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前往美国的国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加拿大国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楼-国内出发厅，在 3 层安检后，贵宾室位于 A&B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周日-周五: 06:00 – 21:00
周六: 06:00 – 20: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加拿大国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
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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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YEG
77. 加拿大埃德蒙顿国际机场（YEG
YEG）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美国航班航站楼- US Departures，入境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88 号登机口附近
（饮食区后）。

营业时间：04:30 – 18:3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DEL
78. 印度新德里国际机场（英地拉··甘地国际机场）（DEL
DEL）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3航站楼-国际出发厅，入境检查后直行约5分钟，遵循“Lounge A” 标识，
乘左侧电梯至3楼贵宾室。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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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第3航站楼-国际出发厅，入境检查后，遵循“Lounge B” 标识，于“Guardian”
药房后右转，乘电梯至4楼贵宾室。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国际到达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3航站楼-国际到达厅，6号出口对面。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到达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冷热饮品、上网、本地电话、
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

印度国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1D航站楼-国内出发厅，安检后，贵宾室位于夹层的左侧。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印度国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
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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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第3航站楼-国内出发厅，安检后，于G/F登机区遵循“Lounges”标识，乘右侧
电梯下楼至贵宾室。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印度国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
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上网、
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HYD
79. 印度海德巴拉国际机场（拉吉夫··甘地机场国际机场）（HYD
HYD）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出发厅，在F层入境检查后，在32A登机区乘电梯往下一层，贵宾室位于E
层。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国际到达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到达厅，C层商业广场内。
营业时间：05:00-23: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到达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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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出发厅， 在F层安检后，在28登机区乘电梯往下一层，贵宾室位于E层。

营业时间：05:00-23:00
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印度国内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
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
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登机）。

MSH
80. 阿曼马斯喀特国际机场（MSH
MSH）

国际出发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出发厅，入境检查后，贵宾室位于6号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00:00-24:00
相关规定：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
（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儿童游乐区、行李寄存、淋浴设备、自助餐、冷热
饮品、精美小吃、上网、电视、本地电话、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
登机）。

国际到达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到达厅，贵宾室位于移民检查柜台旁。
营业时间：00: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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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仅适用于到达航班旅客，每人次服务划扣 2 点，标准服务时间为 3 个小时，2
岁以下小孩可免费入内。（具体操作以该休息室相关规定为准）
设施提供：贵宾休息室、残疾人通道、行李寄存、自助餐、冷热饮品、精美小吃、电视、
报刊杂志、航班查询（无广播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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