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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Priority Pass 
 

恭喜 ! 您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独立机场贵宾室计划的会员 
 

当您旅游或出差时，请别忘了随身携带本指南。本指南包括了全球的机场贵宾室的地点和 

所有相关的资料。 

 

无论您选乘任何航空公司之任何客舱或专属于任何飞行常客计划，您都可使用指南内所列的

贵宾室。依据不同地区位置，您入境时亦可使用贵宾室服务。  

 

有关最新机场贵宾室的资料，请浏览本公司的网站 www.prioritypass.com 或联络任何一间

Priority Pass 的办事处: 

 
 

香港 

 

电话:  香港 (852) 2866 1964 

传真:  香港 (852) 2865 6850 

营业时间: 每星期七天, 每日 24 小时 

电邮:  pp@prioritypass.com.hk 

网址:            www.prioritypass.com 

 
 

英国 (伦敦) 

 

电话: 英国 (44) 伦敦 (20) 8680 1338 

传真: 英国 (44) 伦敦 (20) 8688 6191 

营业时间: 每星期七天, 每日 24 小时 

电邮: info@prioritypass.co.uk 

网址: www.prioritypass.com 

 
 

美国 (达拉斯) 

 

电话: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境内免费直拨 (800) 352 2834  

电话:  北美地区境外 美国 (1) 达拉斯 (972) 735 0536 

传真: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境内免费直拨 (800) 352 2863 

传真:  北美地区境外 美国 (1) 达拉斯(972) 380 8808 

营业时间: 每星期七天, 每日 24 小时 

电邮:  ppass@prioritypassusa.com 

网址:            www.prioritypass.com 

 
©   June 2015 Priority Pass Ltd.  

本指南内刊载的资料皆以付印日期前为准。正式营业时间和可使用之设施或会变更。 

会员使用细则列于指南的最后页或请瀏浏览本公司网站最新信息。 

 
 

http://www.prioritypass.com/
mailto:pp@prioritypass.com.hk
mailto:info@prioritypass.co.uk
mailto:ppass@prioritypassusa.com
http://www.prioritypass.com/


 2 

 

如何使用您的个人 Priority Pass 卡 
 

 

当您莅临机场贵宾室时，请需出示您的黑色/金色 Priority Pass 卡以证明您的会员资格 

(持卡人)。除了此卡外，任何其他证明文件如银行卡等恕不接受。 

 

 请将您的 Priority Pass 卡交予接待人员用于压印一张「到访记录单」或以电子刷卡读取

资料。 

 记录单列明您的到访日期和随行宾客人数。 

 接待人员会请您在「到访记录单」上签署作实该次到访，并将副本交给您。 

 签署「到访记录单」即表示您接纳其内容。 

 当地贵宾室每月会将您签署的「到访记录单」交回 Priority Pass 作账目上处理。 

如适当，有关费用将从会员的信用卡户口扣除。 

 

我们深信您将会十分喜爱此项会员服务，因为再也没有比这项服务更能让您的旅游显得 

更为方便、舒适和有效率的了。 

 

设施代号: 
 

 空调设备 

 饮料 (一般饮料) 

 饮料 (含酒精饮料)

 报纸/杂志 

 会议设施 

 航班资料显示幕 

 传真服务 

 电话设备 

s 伤残人士设施 

 电视播放 

m 电脑上网 

l Wi-fi 无线上网 

t 淋浴设施 

 

上述设施代号显示每一个贵宾室所提供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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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JU ISLAND (济州岛) JEJU INTERNATIONAL - CJU ................................................................................ 77 
JERSEY (泽西) AIRPORT - JER .................................................................................................................. 77 
JINAN (济南) YAOQIANG INTERNATIONAL - TNA ..................................................................................... 77 
JIUZHAIGOU (九寨沟) JIUZHAI HUANGLONG - JZH .................................................................................. 78 
JIZAN (吉赞) REGIONAL - GIZ ..................................................................................................................... 78 
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 O. R. TAMBO INTERNATIONAL - JNB .................................................... 78 
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 O. R. TAMBO INTERNATIONAL - JNB .................................................... 79 
JULIACA ( 忽利阿卡) INCA MANCO CAPAC INTERNATIONAL - JUL ....................................................... 79 
KALININGRAD (加里宁格勒州) INTERNATIONAL - KGD ............................................................................. 80 
KAOHSIUNG (高雄) INTERNATIONAL - KHH .............................................................................................. 80 
KARACHI (卡拉奇) JINNAH INTERNATIONAL - KHI .................................................................................... 80 
KARLOVY VARY (卡罗维  瓦力) INTERNATIONAL - KLV .......................................................................... 80 
KATHMANDU (加德满都) TRIBHUVAN INTERNATIONAL - KTM ................................................................ 81 
KATOWICE (卡托维兹) PYRZOWICE INTERNATIONAL - KTW .................................................................. 81 
KENDARI (肯达里) WOLTER MONGINSIDI - KDI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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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RKIV (哈尔科夫)  OSNOVA INTERNATIONAL - HRK ........................................................................... 81 
KIEV (基辅) BORYSPIL INTERNATIONAL - KBP ...................................................................................... 82 
KIGALI (基加利)  INTERNATIONAL - KGL .................................................................................................... 82 
KILIMANJARO (基文也路) INTERNATIONAL - JRO ..................................................................................... 82 
KINGSTON (金斯敦) NORMAN MANLEY INTERNATIONAL - KIN .............................................................. 83 
KNOCK (梅奥) KNOCK IRELAND WEST – NOC ....................................................................................... 83 
KOLKATA (加尔各答) NETAJI SUBHASH CHANDRA BOSE - CCU ............................................................ 83 
KOŜICE (科西策) INTERNATIONAL - KSC ................................................................................................... 83 
KOTA KINABALU (哥打京纳巴鲁) INTERNATIONAL - BKI .......................................................................... 84 
KRAKÓ W – BALICE (克拉科-巴里斯) JOHN PAUL II INTERNATIONAL - KRK ........................................... 84 
KRASNODAR (克拉斯诺达尔) INTERNATIONAL - KRR .............................................................................. 84 
KUALA LUMPUR (吉隆坡) INTERNATIONAL - KUL ..................................................................................... 85 
KUCHING (古晋) INTERNATIONAL - KCH ................................................................................................... 85 
KUWAIT (科威特) INTERNATIONAL - KWI ................................................................................................... 86 
LAGOS (拉哥斯) MURTALA MUHAMMED - LOS ......................................................................................... 86 
LAGOS (拉哥斯) MURTALA MUHAMMED - LOS ......................................................................................... 87 
LAHORE (拉合尔) ALLAMA IQBAL INTERNATIONAL - LHE ....................................................................... 87 
LAMEZIA (拉美兹亚特米) LAMEZIA TERME - SUF ...................................................................................... 88 
LANGKAWI (兰卡威)  INTERNATIONAL - LGK ............................................................................................ 88 
LANZAROTE (兰萨罗特) ACE ....................................................................................................................... 88 
LARNACA (拉纳卡) INTERNATIONAL - LCA ................................................................................................ 88 
LA PAZ (拉巴斯) EL ALTO INTERNATIONAL - LPB ..................................................................................... 89 
LAS VEGAS (拉斯韦加斯) MCCARRAN INTERNATIONAL - LAS................................................................ 89 
LEEDS BRADFORD (利兹 布拉德福) INTERNATIONAL - LBA ................................................................... 89 
LIBERIA (利比里亚) INTERNATIONAL - LIR ................................................................................................. 89 
LIJIANG (丽江) SANYI - LJG ........................................................................................................................ 89 
LIJIANG (丽江) SANYI - LJG ........................................................................................................................ 90 
LIMA (利马) JORGE CHAVEZ INTERNATIONAL - LIM ............................................................................. 90 
LISBON (里斯本) INTERNATIONAL - LIS ..................................................................................................... 91 
LIUZHOU (柳州) BAILIAN - LZH .................................................................................................................... 91 
LIVERPOOL (利物浦) JOHN LENNON - LPL ................................................................................................ 91 
LIVINGSTONE (利文斯敦) INTERNATIONAL - LVI ...................................................................................... 92 
LJUBLJANA (盧布拉那) AIRPORT - LJU ....................................................................................................... 92 
LOMBOK (隆布) BANDARA INTERNATIONAL - LOP .................................................................................. 92 
LONDON (伦敦) GATWICK - LGW ................................................................................................................ 92 
LONDON (伦敦) GATWICK - LGW ................................................................................................................ 93 
LONDON (伦敦) HEATHROW - LHR ............................................................................................................. 93 
LONDON (伦敦) HEATHROW - LHR ............................................................................................................. 94 
LONDON (伦敦) HEATHROW - LHR ............................................................................................................. 95 
LONDON (伦敦) LUTON - LTN ...................................................................................................................... 95 
LONDON (伦敦) SOUTHEND - SEN ............................................................................................................. 95 
LONDON (伦敦) STANSTED - STN .............................................................................................................. 95 
LOS ANGELES (洛杉矶)  INTERNATIONAL - LAX ....................................................................................... 95 
LOS ANGELES (洛杉矶)  INTERNATIONAL - LAX ....................................................................................... 96 
LOS CABOS (洛斯卡波斯)  INTERNATIONAL - SJD .................................................................................... 96 
LOS CABOS (洛斯卡波斯)  INTERNATIONAL - SJD .................................................................................... 97 
LUBECK (卢比克)  AIRPORT - LBC .............................................................................................................. 97 
LUBLIN (卢布林) ŚWIDNIK - LUZ .................................................................................................................. 97 
LUGANO (卢加诺)  AGNO - LUG .................................................................................................................. 97 
LUSAKA (卢萨卡)  INTERNATIONAL - LUN ................................................................................................. 97 
LUXEMBOURG (卢森堡) FINDEL INTERNATIONAL - LUX ......................................................................... 98 
MACAU SAR (澳门特别行政区) INTERNATIONAL - MFM ............................................................................ 98 
MADRID (马德里) BARAJAS - MAD .............................................................................................................. 98 
MADRID (马德里) BARAJAS - MAD .............................................................................................................. 99 
MALAGA (马拉格) AIRPORT - AGP .............................................................................................................. 99 
MALE (马里) INTERNATIONAL - MLE ......................................................................................................... 99 
MALMO (马尔默) STURUP - MMX .............................................................................................................. 100 
MALTA (马耳他) INTERNATIONAL - MLA .................................................................................................. 100 
MANADO (泯挪都) SAM RATULANGI - MDC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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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曼彻斯特) INTERNATIONAL - MAN ................................................................................. 100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INTERNATIONAL - MAN ................................................................................. 101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INTERNATIONAL - MAN ................................................................................. 102 
MANGSHI (芒市) DEHONG - LUM .............................................................................................................. 102 
MANILA (马尼拉) 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 MNL ..................................................................... 102 
MANILA (马尼拉) 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 MNL ..................................................................... 103 
MANIZALES (马尼萨雷斯) LA NUBIA - MZL ............................................................................................... 103 
MAPUTO (马普托) INTERNATIONAL - MPM .............................................................................................. 103 
MARACAIBO (马拉可波) LA CHINITA INTERNATIONAL - MAR ................................................................ 103 
MARRAKECH (馬拉喀什裡亞德) MENARA INTERNATIONAL - RAK ........................................................ 104 
MARSEILLE-MARIGNANE (马赛) PROVENCE - MRS ............................................................................... 104 
MATURIN (马图林) GRAL. JOSE TADEO MONAGAS - MUN .................................................................... 105 
MAURITIUS (毛里求斯) SIR SEEWOOSAGUR RAMGOOLAM INT’L - MRU ............................................ 105 
MAZATLÁ N (马萨特兰) RAFAEL BUELNA INTERNATIONAL - MZT ......................................................... 105 
MEDELLIN (RIONEGRO) (美得林 - 内格罗) JOSE MARIA CORDOVA - MDE ......................................... 105 
MERIDA (梅里達)  M. CRESCENCIO REJÓ N INTERNATIONAL - MID ..................................................... 106 
MEXICO CITY (墨西哥市) BENITO JUAREZ INTERNATIONAL - MEX ..................................................... 106 
MIAMI (迈阿密) INTERNATIONAL - MIA .................................................................................................... 107 
MILAN (米兰)  BERGAMO ORIO AL SERIO - BGY ................................................................................. 107 
MILAN (米兰)  LINATE -  LIN .................................................................................................................... 107 
MILAN (米兰)  LINATE -  LIN .................................................................................................................... 108 
MILAN (米兰) MALPENSA - MXP ........................................................................................................... 108 
MINATITLAN (米納蒂特蘭) INTERNATIONAL - MTT .................................................................................. 108 
MOMBASA (蒙巴萨)  MOI INTERNATIONAL - MBA ................................................................................... 109 
MONASTIR (莫纳斯提尔) HABIB BOURGUIBA INTERNATIONAL - MIR .................................................. 109 
MONTEGO BAY（蒙特哥湾) SANGSTER INTERNATIONAL - MBJ .......................................................... 109 
MONTEGO BAY（蒙特哥湾) SANGSTER INTERNATIONAL - MBJ .......................................................... 110 
MONTERREY（蒙特理) MARIANO ESCOBEDO INTERNATIONAL - MTY .............................................. 110 
MONTREAL ( 蒙特利尔)  PIERRE ELLIOT TRUDEAU DORVAL - YUL .................................................... 110 
MOSCOW (莫斯科) DOMODEDOVO - DME ............................................................................................... 110 
MOSCOW (莫斯科) DOMODEDOVO - DME ............................................................................................... 111 
MOSCOW (莫斯科) SHEREMETYEVO - SVO ............................................................................................ 111 
MOSCOW (莫斯科) SHEREMETYEVO - SVO ............................................................................................ 112 
MOSCOW (莫斯科) VNUKOVO INTERNATIONAL - VKO .......................................................................... 113 
MUMBAI (孟买) CHATTRAPATHI SHIVAJI INTERNATIONAL - BOM ...................................................... 113 
MUNICH (慕尼黑) FRANZ-JOSEF STRAUSS - MUC ................................................................................. 113 
MŰNSTER – OSNABRŰCK (明斯特– 欧斯那布格) INTERNATIONAL - FMO ........................................... 114 
MUSCAT (马斯喀特)   INTERNATIONAL - MCT ......................................................................................... 114 
MWANZA (蒙莎) AIRPORT - MWZ .............................................................................................................. 114 
NADI (纳迪) INTERNATIONAL - NAN ....................................................................................................... 115 
NAGOYA (名古屋) CENTRAL JAPAN INTERNATIONAL - NGO ................................................................ 115 
NANCHANG (南昌) CHANGBEI INTERNATIONAL - KHN ......................................................................... 115 
NANCHANG (南昌) CHANGBEI INTERNATIONAL - KHN ......................................................................... 116 
NANJING (南京) LUKOU INTERNATIONAL - NKG .................................................................................... 116 
NANNING (南宁) WUXU INTERNATIONAL - NNG ..................................................................................... 116 
NANNING (南宁) WUXU INTERNATIONAL - NNG ..................................................................................... 117 
NASSAU (拿骚) LYNDEN PINDLING INTERNATIONAL - NAS ................................................................. 118 
NEWCASTLE (纽卡素) INTERNATIONAL - NCL ........................................................................................ 118 
NEW DELHI (新德里)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 DEL .............................................................. 118 
NEW DELHI (新德里)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 DEL .............................................................. 119 
NEWQUAY (紐基) CORNWALL - NQY ....................................................................................................... 120 
NEW YORK (纽约)  J.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 JFK .................................................................... 120 
NEW YORK (纽约) LA GUARDIA INTERNATIONAL - LGA ........................................................................ 120 
NEW YORK (纽约)  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 EWR ........................................................... 121 
NICE (尼斯) CÔTE D’AZUR - NCE ........................................................................................................... 121 
NICOSIA (尼科西亚) ERCAN INTERNATIONAL - ECN .............................................................................. 122 
NINGBO (宁波) LISHE INTERNATIONAL - NGB ....................................................................................... 122 
NINGBO (宁波) LISHE INTERNATIONAL - NGB ....................................................................................... 123 
NORWICH (挪维兹) INTERNATIONAL - NWI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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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TINGHAM (诺丁汉) EAST MIDLANDS - EMA ..................................................................................... 123 
NUREMBERG (纽伦堡) NUREMBERG - NUE ............................................................................................ 123 
OHRID (奥赫里德) ST. PAUL THE APOSTLE - OHD ................................................................................. 124 
ORANJESTAD (橘城) REINA BEATRIX INTERNATIONAL - AUA ............................................................. 124 
ORLANDO (奥兰多市) SANFORD - SFB ..................................................................................................... 124 
OSAKA (大阪) KANSAI INTERNATIONAL - KIX ...................................................................................... 124 
OSTRAVA (俄斯特拉发  ) LEOS JANACEK - OSR ................................................................................... 125 
PALANGKA RAYA (帕朗卡拉亚) TJILIK RIWUT - PKY ............................................................................... 125 
PALEMBANG (巴伦港) SULTAN MAHMUD BADARUDDIN II - PLM ......................................................... 125 
PALERMO (巴勒莫) FALCONE BORSELLINO - PMO ................................................................................ 125 
PALMA DE MALLORCA (巴拉玛马洛卡) AIRPORT - PMI .......................................................................... 125 
PALMA DE MALLORCA (巴拉玛马洛卡) AIRPORT - PMI .......................................................................... 126 
PANAMA (巴拿马) TOCUMEN INTERNATIONAL - PTY ............................................................................ 126 
PAPEETE (帕皮提) FAA’A INTERNATIONAL - PPT ................................................................................... 126 
PAPHOS (帕福斯) INTERNATIONAL - PFO ............................................................................................... 126 
PARIS (巴黎) CHARLES DE GAULLE - CDG ............................................................................................. 126 
PARIS (巴黎) CHARLES DE GAULLE - CDG ............................................................................................. 127 
PARIS (巴黎) ORLY - ORY .......................................................................................................................... 127 
PEKANBARU (北干巴鲁) SULTAN SYARIF KASIM II - PKU ...................................................................... 127 
PENANG (槟城) INTERNATIONAL - PEN ................................................................................................... 127 
PEREIRA (巴瑞拉) MATECAÑ A - PEI ......................................................................................................... 128 
PHOENIX (凤凰城)     SKY HARBOR INTERNATIONAL - PHX ................................................................. 128 
PHUKET (布吉) INTERNATIONAL - HKT ................................................................................................... 128 
PISA (比萨) GALILEO GALILEI INTERNATIONAL - PSA ........................................................................ 129 
PIURA (皮鸟拉) AIRPORT - PIU ................................................................................................................. 129 
PONTA DELGADA (蓬塔德尔加达) JOÄO PAULO II - PDL ........................................................................ 129 
PONTIANAK (朋蒂南卡) SUPADIO - PNK................................................................................................... 129 
PORLAMAR (波拉馬) GENERAL SANTIAGO MARINO INTERNATIONAL - PMV .................................... 129 
PORTLAND (波特兰)  INTERNATIONAL - PDX .......................................................................................... 130 
PORT ELIZABETH  (伊莉莎伯港) AIRPORT - PLZ ................................................................................... 130 
PORTO (波多) FRANCISCO SA CARNEIRO INTERNATIONAL - OPO .................................................. 130 
PORT OF SPAIN (西班牙港) PIARCO INTERNATIONAL - POS ................................................................ 130 
PORT VILA (维拉港)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 VLI ...................................................................... 130 
POZNAN (波兹南) LAWICA - POZ .............................................................................................................. 131 
PRAGUE (布拉格) RUZYNE - PRG ............................................................................................................. 131 
PUCALLPA (普卡拍) INTERNATIONAL - PCL ............................................................................................ 132 
PUERTO MALDONADO (马尔多纳多港) PADRE ALDAMIZ - PEM............................................................ 132 
PUERTO MONTT (蒙特港) EL TEPUAL - PMC .......................................................................................... 132 
PUERTO ORDAZ (奥达斯港)  GRAL. M. C. PIAR INTERNATIONAL – PZO ............................................. 132 
PUERTO PLATA (布尔达布拉达)   GREGORIO LUPERÓ N INTERNATIONAL - POP ............................. 132 
PUERTO PLATA (布尔达布拉达)   GREGORIO LUPERÓ N INTERNATIONAL - POP ............................. 133 
PUERTO VALLARTA (巴亚尔塔港)  AIRPORT – PVR ................................................................................ 133 
PUNE (浦那)  INTERNATIONAL - PNQ ...................................................................................................... 133 
PUNTA ARENAS (阿雷那城) CARLOS IBANEZ DEL CAMPO INT’L - PUQ .............................................. 133 
PUNTA CANA (蓬塔卡纳) INTERNATIONAL - PUJ .................................................................................... 134 
PUNTA DEL ESTE (埃斯特角城) INTERNATIONAL - PDP ........................................................................ 134 
QINGDAO (青岛) LIUTING INTERNATIONAL - TAO .................................................................................. 134 
QINGDAO (青岛) LIUTING INTERNATIONAL - TAO .................................................................................. 134 
QUÉ BEC (魁北克) JEAN LESAGE INTERNATIONAL – YQB .................................................................... 135 
QUITO (基多) MARISCAL SUCRE INTERNATIONAL - UIO .................................................................. 135 
RABAT (拉巴特) SALE - RBA ...................................................................................................................... 135 
RECIFE (累西腓) GUARARAPES INTERNATIONAL - REC ....................................................................... 135 
RECIFE (累西腓) GUARARAPES INTERNATIONAL - REC ....................................................................... 136 
RHODES (罗德斯岛) RHODES DIAGORAS INTERNATIONAL - RHO ...................................................... 136 
RIGA (里加) INTERNATIONAL - RIX ........................................................................................................ 136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GALEÃ O INTERNATIONAL - GIG ........................................................... 137 
RIYADH (利雅得)     KING KHALED INTERNATIONAL - RUH ................................................................... 137 
ROME (罗马) LEONARDO DA VINCI (FIUMICINO) - FCO ........................................................................ 137 
RZESZÓ W (热舒夫) JASIONKA - RZE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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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RBRŰCKEN (萨尔布吕肯) AIRPORT - SCN ........................................................................................ 138 
SAIPAN (塞班岛)  INTERNATIONAL – SPN ............................................................................................... 138 
SAL ISLAND (CAPE VERDE) (萨尔岛) AMÍLCAR CABRAL INTERNATIONAL - SID................................ 138 
SAMANÁ  (山美纳) EL CATEY INTERNATIONAL – AZS ............................................................................ 138 
SAMUI (苏梅岛) INTERNATIONAL – USM ................................................................................................. 139 
SAN JOSE (圣荷西)   JUAN SANTAMARIA INTERNATIONAL - SJO ........................................................ 139 
SAN JOSE (圣荷西)   NORMAN Y. MINETA SAN JOSE INTERNATIONAL - SJC .................................... 139 
SAN JUAN (圣胡安)   LUIS MUNOZ MARIN INTERNATIONAL - SJU ....................................................... 139 
SAN PEDRO SULA (圣佩德罗苏拉)   RAMON VILLEDA MORALES INTL - SAP ...................................... 140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INTERNATIONAL - SAL ............................................... 140 
SANTA CRUZ (圣克鲁斯)  VIRU VIRU INTERNATIONAL - VVI ................................................................. 140 
SANTA MARTA (圣玛尔塔)  SIMÓ N BOLÍVAR INTERNATIONAL - SMR .................................................. 140 
SANTIAGO (圣地亚哥)   C. ARTURO MERINO-BENITEZ INTERNATIONAL - SCL.................................. 141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LAS AMÉ RICAS INTERNATIONAL - SDQ ............................................. 141 
SANYA (三亚) PHOENIX INTERNATIONAL - SYX.................................................................................. 142 
SAO PAULO (圣保罗) GUARULHOS INTERNATIONAL - GRU ................................................................. 142 
SAO PAULO (圣保罗) GUARULHOS INTERNATIONAL - GRU ................................................................. 143 
SARAJEVO (裟拉以戈)  SARAJEVO INTERNATIONAL - SJJ.................................................................... 143 
SEATTLE (西雅图) SEATTLE TACOMA INTERNATIONAL - SEA ............................................................. 143 
SEATTLE (西雅图) SEATTLE TACOMA INTERNATIONAL - SEA ............................................................. 144 
SEMARANG (三宝垄) AHMAD YANI - SRG ................................................................................................ 144 
SEOUL (首尔) GIMPO INTERNATIONAL - GMP ..................................................................................... 144 
SEOUL (首尔) INCHEON INTERNATIONAL - ICN .................................................................................. 145 
SEOUL (首尔) INCHEON INTERNATIONAL - ICN .................................................................................. 146 
SHANGHAI (上海) HONGQIAO INTERNATIONAL - SHA .......................................................................... 146 
SHANGHAI (上海) PUDONG INTERNATIONAL - PVG .............................................................................. 147 
SHANNON (沙龙)  AIRPORT - SNN ............................................................................................................ 147 
SHANNON (沙龙)  AIRPORT - SNN ............................................................................................................ 148 
SHARJAH (沙迦) INTERNATIONAL - SHJ .................................................................................................. 148 
SHENYANG (沈阳) TAOXIAN INTERNATIONAL - SHE ............................................................................. 148 
SHENZHEN (深圳) BAOAN INTERNATIONAL - SZX ................................................................................. 149 
SHIJIAZHUANG (石家庄) ZHENGDING INTERNATIONAL - SJW ............................................................. 149 
SINGAPORE (新加坡) CHANGI - SIN ......................................................................................................... 149 
SINGAPORE (新加坡) CHANGI - SIN ......................................................................................................... 150 
SINGAPORE (新加坡) CHANGI - SIN ......................................................................................................... 151 
SKOPJE (斯科普里) ALEXANDER THE GREAT - SKP .............................................................................. 151 
SOCHI (索契) INTERNATIONAL TERMINAL - AER ............................................................................... 151 
SOFIA (索非亚) AIRPORT - SOF................................................................................................................ 151 
SOFIA (索非亚) AIRPORT - SOF................................................................................................................ 152 
SOLO CITY (梭羅市) ADISUMARMO - SOC ............................................................................................... 152 
SOUTHAMPTON (修咸顿) INTERNATIONAL - SOU .................................................................................. 152 
ST. GALLEN-ALTENRHEIN (圣加伦) AIRPORT - ACH .............................................................................. 152 
ST. GEORGE’S (圣乔治) L.F. WADE INTERNATIONAL - BDA .................................................................. 153 
ST. MAARTEN (圣马丁) PRINCESS JULIANA INTERNATIONAL - SXM .................................................. 153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PULKOVO - LED ....................................................................................... 153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ARLANDA - ARN ............................................................................................ 154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BROMMA - BMA............................................................................................. 154 
STUTTGART (司徒加特) AIRPORT - STR .................................................................................................. 155 
SUBANG (苏邦) SULTAN ABDUL AZIZ SHAH - SZB ................................................................................. 155 
TAICHUNG (台中) CHING CHUANG KANG – RMQ ................................................................................... 155 
TABUK (泰布克) REGIONAL – TUU ............................................................................................................ 155 
TAIF (塔易夫) REGIONAL – TIF .............................................................................................................. 156 
TAIPEI (台北) TAOYUAN INTERNATIONAL - TPE................................................................................. 156 
TALARA (塔拉拉) VICTOR MONTEAS ARIAS - TYL .................................................................................. 157 
TALLINN (塔林) AIRPORT - TLL ................................................................................................................. 157 
TANGIER (丹吉尔) IBN BATTOUTA INTERNATIONAL - TNG ................................................................... 157 
TANJUNG REDEB (丹戎勒德布) KALIMARAU - BEJ ................................................................................. 157 
TARAPOTO (塔拉波托) AIRPORT - TPP .................................................................................................... 157 
TBILISI (第比利斯) INTERNATIONAL – TBS ..............................................................................................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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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UCIGALPA (特古西加尔巴) TONCONTÍN INTERNATIONAL - TGU ................................................... 158 
TEL AVIV (特拉维夫) BEN GURION - TLV .................................................................................................. 158 
TEMUCO (特木科) TEMUCO - ZCO ............................................................................................................ 158 
TENERIFE NORTH (北特内里费岛) LOS RODEOS - TFN ......................................................................... 159 
TENERIFE SOUTH (南特内里费岛) REINA SOFIA - TFS ........................................................................... 159 
TENGCHONG (腾冲) TUOFENG - TCZ ...................................................................................................... 159 
TERCEIRA ISLAND (特塞拉岛) LAJES - TER............................................................................................. 159 
THESSALONIKI (帖撒罗尼迦) MACEDONIAN - SKG ................................................................................. 159 
TIANJIN (天津) BINHAI INTERNATIONAL - TSN ...................................................................................... 160 
TIANJIN (天津) BINHAI INTERNATIONAL - TSN ...................................................................................... 161 
TIJUANA (狄瓦讷) TIJUNA INTERNATIONAL - TIJ .................................................................................... 161 
TIMISOARA (提米索拉) INTERNATIONAL - TSR ....................................................................................... 161 
TOKYO (东京) NARITA INTERNATIONAL - NRT .................................................................................... 161 
TOKYO (东京) NARITA INTERNATIONAL - NRT .................................................................................... 162 
TORONTO (多伦多)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 YYZ ...................................................... 162 
TORONTO (多伦多)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 YYZ ...................................................... 163 
TORONTO (多伦多)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 YYZ ......................................................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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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BORG (奥尔堡) Airport - AAL 

贵宾室 AALBORG AIRPORT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免税范围(TaxFree)，遵循标示往 1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5.00 – 20.00  

周六 05.00 – 18.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ABERDEEN (阿伯丁) Dyce - ABZ 

贵宾室 SERVISAIR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中央离境区右转往 1 号国际登机区。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4.00 – 20.30  

周六 04.00 – 18.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关闭: 12 月 25 日 及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电话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ABHA (艾卜哈) Regional - AHB 

贵宾室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02.00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m0 


ABU DHABI (阿布扎比) International - AUH 

贵宾室 AL DHABI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管制右边。进入走廊并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往 1 楼。 

于第 3 航站离境之乘客，遵循标示往第 1 航站。于第 1 航站内左转并往前约 

50 米到贵宾室。于第 3 航站抵达的乘客，遵循标示。于左边的入境检查前，前

往中转柜台并沿楼梯往下到 1 楼，右转并遵循标示往第 1 航站。到达第 1 航站

后，左转并往前约 50 米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 

短裤或无袖衬衣者不获招待)。分设吸烟区。贵宾室分设儿童游戏室。 

设施提供 z m0  t 
国际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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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 DHABI (阿布扎比) International - AUH 

贵宾室 AL REE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入境检查后左转并往前直行，贵宾室位于地面，查询柜台之

后的右手边。于第 3 航站抵达的中转乘客，经过中转柜台，遵循前往第 1 航站

的标示，往 1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AL GHAZAL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通过免税店及咖啡店，贵宾室位于候机大堂 

的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如贵宾室关闭，请联络咖啡店的当值职员或致电 

+97125053869 安排使用贵宾室。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 

短裤或无袖衬衣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斋戒月(Ramadan)期间只按要求于 19.30 – 03.00 提供含酒精饮料。 

 

ABUJA (阿布贾) Nnamdi Azikiwe International - ABV 

贵宾室 SDS LOUNGE  

位置 C 翼区。空侧  –贵宾室位于国际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

仪。水疗设施 (Spa)。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m0t 
  长途电话服务需另收费。睡袋提供。水疗设施 (Spa) 需另收费， 

Priority Pass 持卡者出示有效 Priority Pass 卡可与同行宾客享半价优惠， 

相关费用需直接交予贵宾室职员。 
贵宾室 LOUNGE ONE  

位置 B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登机区对面，安全检查后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饮料限每成人 1 杯。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ACCRA (阿克拉) Kotoka International - ACC 

贵宾室 ADINKRA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安全检查与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免税店区，在公众 

国际离境贵宾室中央。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3.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禁止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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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RA (阿克拉) Kotoka International - ACC 

贵宾室 AKWAABA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出入境管理和安全检查后朝 1 登机区方向走，遵循 

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电话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NBRA DUTY FREE & PRIORITY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和护照检查后，在夹层，离境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0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AGADIR (阿加迪尔) Al Massira International -  AGA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ARRIVALS AND DEPARTUR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可从 2 入口进入贵宾室: 

国际和国内入境航班的贵宾室入口: 地侧 – 左边主斜坡范围，近入境登机区。

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国际离境航班的贵宾室入口: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免税店，遵循标示，往前方

到位于右边的贵宾室。 

乘客只可从原入口离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入境和国内入境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DEPARTUR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安全和护照检查后，往前方到位于主离境大堂右边的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3 小

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AHMEDABAD (艾哈迈达巴德) Sardar Vallabh Bhai Patel Int’l - AMD 

贵宾室 PORT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地侧 – 通过 ITB 离境区，通过出境柜台并左转。贵宾室 

位于 1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16.00 – 10.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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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ABAD (艾哈迈达巴德) Sardar Vallabh Bhai Patel Int’l - AMD 

贵宾室 BICA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地侧 – 在 1 楼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之前的 NDDB 大楼。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每成人限携 1 位儿童或 2 名婴儿一同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Wi-fi 无线上网、长途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ALICANTE (阿利坎特) Airport - ALC 

贵宾室 SALA VIP – SALON IFACH 

位置 空侧 – 在 2 楼办理登机后，通过安全检查及免税区往 B 和 C 登机区之间的 

主离境大堂。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往 3 楼，遵循‘VIP Lounge’标示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22.00 (11 月至 3 月) 

  每日 06.00–24.00 (4 月至 10 月)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分设儿童游戏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自助餐台现提供酒精饮料。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AMMAN (安曼) Queen Alia International - AMM 

贵宾室 CROWN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和 X 光机检查后，通过 Aldeasa 免税店。乘位于前方之 

贵宾室专用升降机往 4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每持卡者限 1 位同行宾客。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6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设祷告室。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0 t 
传真服务及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PETRA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和 X 光机检查后，经过免税店转左往 210 登机区，贵宾

室位于 208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设祷告室。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传真服务及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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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 AMS 

贵宾室 SERVISAIR LOUNGE (No. 26) 

位置  1 号离境区。空侧 – 护照检查后，右转并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5.30 – 21.00  

周六 05.30 – 20.00  

 贵宾室于每日关闭前 30 分钟关门。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

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含酒精饮料只限供 18 岁或以上人仕。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电话设备需另收费。提供 1 小时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随后使用需另收费。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No. 41)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遵循标示 “Lounge 41” ，贵宾室位于 3 楼 Panorama 

Deck(全景柜台)。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30 

贵宾室于每日关闭前 30 分钟关门。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 

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含酒精饮料只限供 18 岁或 

以上人仕。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t 
 淋浴设施、电脑上网及电话设备需另收费。 

 

ANAPA (阿纳帕) Vityazevo - AAQ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餐酒

(200 毫升)。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ANCHORAGE (安克拉治) Ted Stevens International - ANC 

贵宾室 ALASKA AIRLINES BOARD ROOM 

位置 C 大厅。空侧 – 贵宾室位近 C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01.3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所有持卡者和同行宾客须出示当天有效登机证 

                      方可进入贵宾室。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持卡者须年满 18 岁。 

                    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会议室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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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ARA (安卡拉) Esbenboga - ESB 

贵宾室 COMFORT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前往离境大堂楼层，安全检查后，乘右边的自动扶梯往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ANADOLU JET PRIME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乘位于 109 登机区附近的自动扶梯前往离境大堂楼层。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ANTA (安踏) Germán Arias Graziani - ATA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边约 10 米。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只限于烈酒、本地啤酒、餐酒和‘Pisco Sour’鸡尾酒。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ANTALYA (安塔利亚) International - AYT  

贵宾室 ICF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在夹层楼免税区内。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贵宾室 ICF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在夹层楼免税区内。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ANTIGUA V.C. BIRD (安地卡岛) International - ANU  

贵宾室 BIG BANANA (CLUB 1761)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 1 楼安全检查后，前往楼梯并往上，前行到位于左边的贵宾室。 

如于 2 楼办理出境及安全检查，贵宾室便位于安全检查右边隔壁。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11.00 – 22.00  

周日 12.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泳装者恕不获招待)。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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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FAGASTA (安多法加斯大港) Cerro Moreno - ANF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贵宾室位于 2 楼 3 登机区前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00.3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Å RE Ö STERSUND (厄斯特松德) Airport - OSD 

贵宾室 EXPRESS LOUNGE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主航站大楼。通过离境大门，贵宾室在登机大堂前面。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30 – 20.00 

周六和周日的开放营业时间依据季节和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AREQUIPA (阿雷基帕) Rodríguez Ballón International - AQP 

贵宾室 SALA MISTI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往国内离境大堂。右转通过候机大堂大门并朝大堂接待处 

方向。贵宾室位于 1 楼客运大堂。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或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ARMENIA (亚蔓尼亚) El Eden - AXM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登机区。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00 – 21.00  

关闭: 周六及周日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ASUNCIÓ N (亚松森) Silvio Pettirossi - ASU 

贵宾室 VIP GOLD 

位置 空侧–通过安全和入境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 登机及 2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须配合适

当穿着礼仪 (穿着凉鞋、短裤或无袖衣服者不获招待)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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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S (雅典) Eleftherios Venizelos International - ATH 

贵宾室 ARISTOTLE ONASSIS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和安全检查前，穿过 A9 登机区，贵宾室位于外申

根区内。 

营业时间 周一、周四及周六 03.00 – 01.00 

 周二、周三、周五至周日 05.00 – 01.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国际航线)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儿童游戏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SWISSPORT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朝 A11 – A13 登机区方向前进。贵宾室在 

A11 登机区正对面，在外申根区区内 A12 登机区旁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国际航线)使用。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只限吸香烟)。 

设施提供 m0  
                      免费使用贵宾室设置之按摩椅。 

贵宾室 GOLDAIR HANDLING CIP LOUNGE 

位置 B 航站。地侧 – 在主航站大楼的安全检查前。贵宾室位于 1 楼申根区内离境 

大堂内，B1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国际及国内航线)使用。12 岁以下儿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贵宾室 MELINA MERKOURI LOUNGE 

位置 B 航站。空侧 – 在安全检查与护照检查后，靠近内申根区内的 B11 登机区， 

登机安全管制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国际及国内航线)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儿童游戏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ATLANTA (亚特兰大) Hartsfield-Jackson International - ATL 

贵宾室 THE CLUB AT ATL 

位置 国际航站 F 大厅。空侧 – 贵宾室位于夹层楼，小教堂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3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精选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国际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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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KLAND (奧克蘭) International - AKL 

贵宾室 EMPEROR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1 楼，安全检查后，通过免税店后右转。遵循标示往航空 

公司贵宾室。贵宾室位于左边，自动扶梯对面。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周六至周日 06.00 – 23.00   

周二、周四及周五 06.00 – 00.00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3 小时。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

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BAHRAIN (巴林) International - BAH 

贵宾室 DILMUN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离境楼层，乘自动扶梯往 1 楼，贵宾室位于 16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贵宾室 MARHABA UPPER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近 17B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m0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BALI (荅里岛) Ngurah Rai International - DPS 

贵宾室 PREMIER LOUNGE 

位置 新国际航站。空侧 – 出境管制后，朝免税店方向前行，乘升降机往夹层。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每人限 2 杯免费 

饮料，随后饮料需另收费。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t 
国际长途电话和传真服务及脚底按摩服务需另收费。 

 

BALTIMORE, MD (巴尔的摩) MD International - BWI 

贵宾室 CHESAPEAKE CLUB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上楼层。安全检查后，朝‘Pier Exit’ 并右转向

‘Chesapeak Club Lounge’。沿 斜道走往玻璃门并按钟进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17.00 – 20.00 (至 2015 年 3 月 28 日) 

每日 18.00 – 21.00 (由 2015 年 3 月 29 日起)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由 Pier E 出境的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只供 21 岁或以上乘客。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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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AKO (巴马科) Sénou International - BKO 

贵宾室 MT3A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地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前，转右，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3.00 

关闭:国定假期 

相关规定 10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BANDA ACEH (班达亚齐) Sultan Iskandar Muda International - BTJ 

贵宾室 EL JOHN SMOKING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 2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贵宾室 GAYO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 2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BANDUNG (万隆) Husein Sastranegara International - BDO 

贵宾室 MARIGOLD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内。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贵宾室接待柜台提供免费代办登机服务。 

                     分设祷告室。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国际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BANGKA BELITUNG (邦加－勿里洞) H.A.S Hanandjoeddin - TJQ 

贵宾室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在第二 X 光检查区前，靠近主离境大厅。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10.00 及 13.00 – 16.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长途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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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KA ISLAND (班卡岛) Depati Amir - PGK 

贵宾室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位于国内航班离境大厅内的 ‘Executive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19.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BANGKOK (曼谷) Suvarnabhumi International - BKK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FIRST CLASS (CONC A)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A 大厅。空侧 – 第 2 大楼，第 3 楼层(东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 

方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FIRST CLASS (CONC C)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C 大厅。空侧 – 第 3 楼层(东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 

方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FIRST CLASS (CONC F)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F 大厅。空侧 – 第 3 楼层(西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 

方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FIRST CLASS (CONC G)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G 大厅。空侧 – 第 3 楼层(西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 

方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FIRST CLASS (CONC G)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G 大厅。空侧 – 第 3 楼层，G2 登机区(西面)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 

方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国际长途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LOUIS’ TAVERN CIP FIRST CLASS (CONC G)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G 大厅。空侧 – 第 4 楼层，G2 登机区(西面)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 

方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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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ALORE (邦加罗尔) International - BLR 

贵宾室 ABOVE GROUND LEVEL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近 18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或以上人仕。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电话、传真和打印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近 02 Spa。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夹层楼，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含酒精饮料、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ABOVE GROUND LEVEL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夹层楼。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或以上人仕。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祷告室。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0  
含酒精饮料、电话、传真和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BANJUL (班珠尔) International - BJ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离境区，左转用楼梯往 1 楼。遵循标示往‘First Class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2.00 及 17.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免费饮料每人限 2 杯。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

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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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TOU (包头) Erliban - BAV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往 2 楼离境大堂。贵宾室位于 4 登机区 

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45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0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45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BARBADOS (巴巴多斯) Grantley Adams International - BGI 

贵宾室 AIRLINE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及护照检查后，位于 12 和 13 登机区中间， 

可乘升降机或沿楼梯抵达。遵循标示往 ‘Airlines Executive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30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11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BARCELONA (巴赛隆那) El Prat - BCN 

贵宾室 SALA VIP COLOMER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巴塞隆那至马德里穿梭航班区。通过安全检查后， 

左转并往长走廊之尽头。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30 

相关规定 贵宾室只接待巴塞隆那至马德里穿梭航班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Wi-fi 无线上网、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LA VIP PAU CASALS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沿楼梯向下走往‘Sky Centre’ 并右转。 

遵循 VIP 标示并沿楼梯或升降机住上至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30 

相关规定 贵宾室只接待申根及国内航班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  l t 
  毛巾租赁、Wi-fi 无线上网、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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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ELONA (巴赛隆那) El Prat - BCN 

贵宾室 SALA VIP MIRO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及安全检查后(朝 D 登机区方向)。于‘McDonald’s’

前之楼梯或以升降机往下，遵循 VIP 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贵宾室只接待非申根航班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毛巾租赁、Wi-fi 无线上网、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LA VIP CANUDAS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B 区。 进入‘Módule 3’后，贵宾室位于 30-39 登机区 

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Wi-fi 无线上网、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BARCELONA-VENEZUELA (巴赛隆那-委内瑞拉)   Gen JA Anzoategui Int’l - BLA 

贵宾室 PREMIER CLUB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至上一层楼左转。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

或截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BARQUISIMETO (巴昆斯密土) Jacinto Lara International - BRM 

贵宾室 PREMIER CLUB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在安全检查之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

或截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BARRANQUILLA (巴兰基亚) Ernesto Cortissoz - BAQ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到 2 楼层，贵宾室位于 5 登机区前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18.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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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ANQUILLA (巴兰基亚) Ernesto Cortissoz - BAQ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到 2 楼层，往国内离境区方向。贵宾室位于左侧 7 登机区 

前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20 – 20.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BASEL-MULHOUSE (巴塞尔–米路斯) EuroAirport - BSL 

贵宾室 EUROAIRPORT SKYVIEW LOUNGE 

位置 Y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Y 航站中央之免税商店旁。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00 – 20.45  

周六 05.00 – 19.30  

周日 05.00 – 20.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和国定假期变更。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BATAM (巴淡岛) Hang Nadim International - BTH 

贵宾室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往 2 楼。贵宾室位于 4 登机区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8.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BATUMI (巴统，格鲁吉尔共和国) International - BUS 

贵宾室 PRIME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护照检查后右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0 

贵宾室内协办登机及代理服务需另收费。 

 

BEIJING (北京) Capital International - PEK 

贵宾室 AIR CHINA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柜台。贵宾室位于右侧约 40 公尺处， 

免税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2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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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北京) Capital International - PEK 

贵宾室 BGS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柜台，右转，贵宾室位于 11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使用‘Business Lounge’。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贵宾室 AIR CHINA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E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柜台。贵宾室位于右侧约 100 公尺处。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2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  t 

贵宾室 AIR CHINA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E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柜台。贵宾室位于左侧约 100 公尺处。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2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 t   
贵宾室 BGS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E 航站。空侧 – 在 E19 登机区侧近 (519 站)。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及周六 廿四小时开放 / 周二、周四、周五及周日 05.00 – 01.00 

相关规定 只限使用 Business Lounge。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 l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贵宾室 BUSINESS TRAVELER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E 航站。空侧 –  横过 E10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含酒精饮料只限于啤酒。 含酒精饮料、电话设备、传真服务及淋浴设施需另 

                     收费。贵宾室内设协办登机服务及会议设施但需另收费。 

贵宾室 AIR CHINA FIRST AND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3C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柜台。贵宾室位于左侧约 30 公尺处。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2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 t  
 
 
 

BEIRUT (贝鲁特) Rafic Hariri International - BEY 

贵宾室 AIR CHINA FIRST AND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3D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D10 离境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禁止 

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杯。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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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RUT (贝鲁特) Rafic Hariri International - BEY 

贵宾室 BEIRUT LOUNGE 

位置 空侧 – 护照检查后右转，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 2 楼，右转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CEDAR LOUNGE 

位置 空侧 – 护照检查后右转，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位于 2 楼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贵宾室 BYBLOS LOUNGE 

位置 空侧 – 护照检查后，右转并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到 2 楼往位于大楼东面的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2 杯，随后需另收费。 

设祷告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长途电话服务需另收费。请注意，贵宾室现关闭 2 个月进行改善工程。乘客可

前往 Beirut Lounge，空侧 –护照检查后右转，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 2 楼，右

转往贵宾室。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                 

 

BELÉ M (贝伦) Val de Cans International - BEL 

贵宾室 VALEVERDE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在登机区内，1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关闭: 12 月 24 日、12 月 25 日、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t 
 
BELFAST (贝尔法斯特)  City - BHD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BY SERVISAIR 

位置 空侧 – 经过安全检查，沿楼梯或自动扶梯到 1 楼，左转，通过免费店并往

‘Ritazza’ 咖啡吧方向，右转到走廊尽头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5.00 – 21.00  

周六  05.00 – 19.00  

关闭: 12 月 25 日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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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FAST (贝尔法斯特)  International - BFS 

贵宾室 THE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经过免税商店后左转，遵循标示往位近 16 和 17 登机区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15  

关闭: 12 月 25 日至 12 月 27 日及 1 月 1 日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18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持卡者须年满 18 岁。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Nikola Tesla - BEG 

贵宾室 BUSINESS CLUB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边，近 A4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01.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限每人 2 杯免费饮料及 1 份小吃，随后饮料及小吃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BERLIN (柏林) Schönefeld - SXF 

贵宾室 HUGO JUNKERS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在 1 楼的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并沿楼梯往 2 楼。贵宾室 

位于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9.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BERLIN (柏林) Tegel - TXL 

贵宾室 BERLIN AIRPORTCLUB  LOUNGE 

位置 A 航站。地侧 – 在主离境大厅安全检查及护照检查前。沿楼梯往 1 楼， 

贵宾室位于右手边大堂之尽头。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7:00 - 20:00 

 周日 09:00 - 20:00 

  关闭: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12 月 31 日和 1 月 1 日，复活节周末和圣灵

降临节(Whitsun)。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 (穿着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Wi-fi 无线上网及电脑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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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E (伯尔尼) Belp - BRN 

贵宾室 SKY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右转，沿楼梯往 1 楼。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必须在办理登机柜台 

先表明自己为持卡人。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0 

BHUBANESWAR (布巴内斯瓦尔) Biju Patnaik Int’l - BBI 

贵宾室 MAYFAIR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地面层，入境与离境大堂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 21.00   

相关规定 入境及离境乘客均可使用。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BIARRITZ (比亚利兹) Anglet Bayonne - BIQ 

贵宾室  HORIZON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于安全检查前，前往询问柜台(Information Desk)。 

职员将引领到位于安全检查后左手边及自动扶梯下层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于 

                      啤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0 

                     Wi-fi 无线上网需另收费。   
 
BILLUND (毕朗得) Airport - BLL  

贵宾室 KING AMLET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安全检查检查之后，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下 1 层楼。贵宾室位于 

右侧。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4.45 – 21.15 

  周六 04.45 – 19.30 

  周日 04.45 – 19.15 

营业时间可能依国定假期及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杯。 

设施提供 z m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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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MINGHAM (伯明翰) International - BHX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BY SERVISAIR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通过 ‘World Duty Free Shop’ 并左转。遵循标示往 1-20 

登机区。贵宾室位于走廊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航班离境前三小时方可进入贵宾室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贵宾室 NO. 1 BIRMINGHAM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和 ‘World Duty Free Shop’，贵宾室入口位于航站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0.3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食物和

饮料由服务员提供，另设自助餐和小餐馆菜单供选择。小餐馆菜单内的免费食

品限每人一份，随后食品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按情况提供。香槟和鸡尾酒需另收费。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BODRUM (波德鲁) Milas International - BJV 

贵宾室 MONDIAL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和通过护照检查后右转。朝 Fast-Track 的 X 光 

安全检查并右转。乘升降机、自动扶梯或沿楼梯往夹层楼，遵循标示往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关闭: 冬季 (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于啤酒和餐酒。免费使用 

按摩椅。分设儿童游乐区和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m0 
   

BOGOTÁ  (波哥大) Eldorado - BOG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新国际航站。空侧 – 3 楼，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通过 Food Court 并遵循标

示 ‘AVIANCA’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3.00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19.00–23.00 期间限制进入。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设家庭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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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GOTÁ  (波哥大) Eldorado - BOG 

贵宾室 SALA VIP LAN  

位置 新国际航站。空侧 –贵宾室位于 3 楼，34-35 登机区前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200 – 00.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2.00 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Puente Aéreo。空侧 – 在登机大堂，沿楼梯到 2 楼，售票柜台左侧， 

右转到安全检查, 即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2.3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 

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新国内航站。空侧 – 登机检查后转左。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16.00 及 19.00 – 22.30 (以外时间不开放予 Priority Pass 持卡者)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

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设家庭区。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BOLOGNA (波隆那) G. Marconi - BLQ 

贵宾室 MARCONI BUSINESS LOUNGE 

位置 A 航站。地侧 – 遵循前往安全检查的标示，向玻璃升降机的方向转右。 

贵宾室位于 1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10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于本地餐酒和啤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BOSTON (波士顿) Logan International - BOS 

贵宾室 AIR FRANCE LOUNGE 

位置 E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朝 4 登机区。乘贵宾室尊用升降机或 

沿楼梯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13.00 – 23.30 

相关规定 持卡者须年满 21 岁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BRASILIA (巴西利亚)  International - BSB 

贵宾室 AEROPORTOS VIP CLUB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并进入 1 楼候机大厅，乘升降机或自动扶梯

到 2 楼，贵宾室位于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儿童游戏区。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t 
 淋浴配套件、电话、传真和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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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TISLAVA (巴地斯华) Letisko M.R. Stefanik - BTS 

贵宾室 CAPRONI LOUNGE 

位置 A1 航站。空侧 – 通过 2 楼的安全检查，往商店和登机区方向。右转到 

小走廊，遵循标示往位于左边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 04.20 – 21.30 / 周二 04.20 – 22.30 

 周三 04.30 – 21.30 / 周四及周六 04.30 – 22.30  

周五 04.45 – 21.30 / 周日 04.30 – 18.15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BREMEN (布莱梅) Airport - BRE  

贵宾室 AHS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地侧 –贵宾室位于地面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18.30 

相关规定 持卡者必须先前往 ‘AHS’ 票务柜台登记。柜台位于第 1 航站地面，靠近往 1 楼 

  的自动扶梯/楼梯。 

设施提供 m  
 

BRISTOL (布里斯托) International - BRS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BY SERVISAIR 

位置 空侧 – 在 1 楼层，通过安全检查到主离境大厅。 左转并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往 

夹层楼。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4.00 – 21.00  

周六 04.00 – 18.45 

  关闭: 12 月 25 日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脑上网需另收费。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

浏浏览本公司网站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BRNO (布尔诺) Turany - BRQ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离境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往 1 楼到位于 ‘Aviette Bar’旁边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提供会议室设施需视乎使用情况而定并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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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SSELS (布鲁赛尔) National - BRU 

贵宾室 DIAMOND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乘搭升降机到 2 楼。贵宾室位于通道的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免费 Wi-fi 无线上网只限 120 分钟，随后使用需另收费。 

  贵宾室现关闭进行改善工程至另行通知。乘客可前往为于 A 航站的临时贵 

宾室。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乘搭升降机到 0 层，遵循标示往 A39 登机区。 

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                 

贵宾室 DIAMOND LOUNGE 

位置 B 航站。空侧 – 通过海关和安全检查。沿左侧楼梯约 20 公尺处到走道的左侧 

进入贵宾室 。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t 
  免费 Wi-fi 无线上网只限 60 分钟，随后使用需另收费。 
 

BUCARAMANGA (布卡拉曼加) Palo Negro - BGA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空侧 – 往 2 楼，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登机区的尽头 。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1.30 

相关规定 贵宾室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

限每日 16:00 后供应。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BUDAPEST (布达佩斯)  Liszt Ferenc International - BUD 

贵宾室 PLATINUM LOUNGE 

位置 第 2A 航站。空侧 – 申根区。出境楼层。贵宾室位于 A12/A13 登机区对面。 

右边的 22 登机区隔壁。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PLATINUM LOUNGE 

位置 第 2B 航站。空侧 – 非申根区。出境楼层。于 B7 登机区旁乘升降机或沿楼梯 

往上到夹层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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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APEST (布达佩斯)  Liszt Ferenc International - BUD 

贵宾室 MENZIES AVIATION LOUNGE 

位置 Sky Court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及免税区后，在上层。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9.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贵宾室 SKYCOURT LOUNGE 

位置 Sky Court 航站。空侧 – 于中转大堂安全检查后，通过免税店后右转。 

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到 1 楼(Gallery Level) 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传真接收服务。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Aeropuerto M. Pistarini - EZE 

贵宾室 STAR ALLIANCE LOUNGE BUENOS AIRES 

位置 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及出境后，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 2 楼 。贵宾室位于 

9 和 10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行 

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BULAWAYO (布拉瓦约) J.M. Nkomo International - BUQ 

贵宾室 DZIMBAHWE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前面约 10 公尺处。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8.30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BUSAN (斧山)  Gimhae International - PUS 

贵宾室 ASIANA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在 2 楼出入境管理后，右转沿楼梯往 3 楼， 

贵宾室位于右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0.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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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AN (斧山)  Gimhae International - PUS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关税、出入境和检疫区内，贵宾室位于 3 楼 4 登机区 

旁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40 – 21.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多 2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国际及跨境电话和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ASIANA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3 楼，在航站西翼。贵宾室位于 ‘Asiana’ 办理登机柜台 

                        对面的升降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 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在 3 楼关税、出入境和检疫区外，贵宾室位于办理登机 

柜台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多 2 位同行宾客。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国际及跨境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CAIRNS (昆士兰)  International - CNS 

贵宾室 REEF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和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近 2 登机门。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4.00 – 07.00 及 09.00 – 14.00  

周六 04.00 – 07.00 及 09.00 – 13.00 

                     周日 09.30 – 13.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含酒精

饮料于 10:30 后提供给 18 岁以上人仕。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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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O (开罗)   International - CAI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在护照和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 楼和 2 楼。请沿楼梯 

或乘自动扶梯并遵循标示往 ‘First Class Lounge’ 范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贵宾室不开放予在第 3 航站营运航线的乘客，包括: 奥地利航空 (Austrian 

Airlines/OS)、 英国 British Midland Airways (BMI/BD)、埃及航空 (Egypt 

Air/MS)、德国汉莎航空(Lufthansa/LH)、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SQ)、 

瑞士国际航空(Swiss Airlines/LX) 及土耳其航空(Turish Airines/TK)。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6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大堂内。护照检查后，左转至 E 区并 

往走廊尽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6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 

                      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CAJAMARCA (卡哈马卡) Airport - CJA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通过 2 楼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登机区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50 – 18.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烈酒、本地啤酒、餐酒及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设航班离境公告。


CALAMA (卡拉马) El Loa - CJC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6.30 – 23.30 

周六 08.30 – 19.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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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卡加利) International - YYC 

贵宾室 CHINOOK LOUNGE 

位置 A 大廰。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边。此贵宾室只限由 A 大廰出

境的乘客使用，不开放予须通过 B 大廰安全检查后前往美国的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00   

关闭: 12 月 25 日、1 月 1 日及 1 月 2 日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戴棒球

帽、穿着短裤或球衣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由于酒牌限制，含酒精饮料只限每日 10:00 前供应。  

贵宾室 ROCKY MOUNTAIN LOUNGE 

位置 B 大廰 - Transborder。空侧 – 通过离境层的海关及安全检查，贵宾室位于右

边。此贵宾室不开放予由 A 及 C 大廰出境的乘客，只限须通过 B 大廰的安全

检查前往美国的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19.00  

关闭: 12 月 25 日、1 月 1 日及 1 月 2 日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戴棒球

帽、穿着短裤或球衣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由于酒牌限制，含酒精饮料只限每日 10:00 前供应。 
 
 

CALI (卡利) A. Bonilla Aragon - CLO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边的免税区(Duty Free Area)

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

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地侧 – 机场第 2 号入口处左侧，在 ‘Avianca/SAM/ACES’的票务柜台前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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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CUT (卡利卡特) International - CCJ 

贵宾室 PORT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往 1 楼并遵循标示到 ‘Port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祷告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CANCÚ N (坎昆) International - CUN 

贵宾室 MERA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乘右侧的自动扶梯往 A 登机区。贵宾室 

在自动扶梯后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12.00 – 16.30 期间限制进入。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每持卡者限 1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

同方可免费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贵宾室 MERA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在安全检查后, 通过免税店和向右转往 ‘Bubba Gump’餐馆。

然后在向右转到大堂的尽头，即可见前往贵宾室的标示。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坐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所有持卡者和同行

宾客须出示当天有效登机证方可进入贵宾室。每持卡者限 1 位同行宾客。2 岁

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方可免费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和传真服务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CAPE TOWN (开普敦) International - CPT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护照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 m l t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贵宾室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查后右转并往走廊尽头再右转。乘右边的升降机 

往 4 楼，贵宾室位于前方 20 米的右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及周日 05.00 – 21.00  

周六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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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CAS (Maiquetía) (加拉加斯，迈基地亚) Simon Bolivar Int’l - CCS 

贵宾室 PREMIER CLUB PUERTA 13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靠右直行到航站大楼的尽头。 

贵宾室位于左边，13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 

短裤或截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和传真服务。  

贵宾室 PREMIER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近 1 登机区前安全检查的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 

短裤或截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CARDIFF (卡迪夫) Airport - CWL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通过左边的免税店。越过前方的儿童游玩区。遵循标示 

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除 11 月至 5 月的每星期六于 17.00 关闭) 

  12 月 26 日和 1 月 1 日: 06.30 – 21.00   

关闭: 12 月 25 

相关规定 禁止 10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短裤者不获招待)。 

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Wi-fi 无线上网需另收费。 


CARTAGENA (卡特骏那) Rafael Nuñez - CTG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通过登机区，贵宾室位于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

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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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Mohammed V International - CMN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DEPARTUR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主离境大厅安全及护照检查后。乘 30 登机区旁之升降机 

往位于 0 楼层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起飞 90 分钟前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

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 0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ARRIVALS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地侧 – 1 楼主入境大厅护照检查前。贵宾室位于 ‘Jet Way No. 5’ 

旁。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班到达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到达 90 分钟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

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 0    


CASA DE CAMPO (卡沙金宝) La Romana International - LRM 

贵宾室          PREMIER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 2 楼入出境管理手续后往左转。遵循标示往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11.00 – 18.0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杯，随后饮料需另收费。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CATANIA (卡塔尼亚) Fontanarossa - CTA 

贵宾室 VIP LOUNGE SAC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3 楼层近 4 和 5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1.00 

关闭 : 12 月 25 日及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CHANGCHUN (長春) Longjia International - CGQ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 9 登机区对面升降机往 2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 ’First Class Lounge (C105 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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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CHUN (長春) Longjia International - CGQ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转左，贵宾室位于 5 登机及 6 登机区之间 (B319

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First Class Lounge (A307 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CHENNAI (彰奈) International - MAA 

贵宾室 PORT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往 2 楼，遵循标示到 ‘Port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TRAVEL CLUB 

位置 新国际航站。空侧 – 3 楼安全检查区内的贵宾室楼层，7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TRAVEL CLUB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区内，11-14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TRAVEL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区– 贵宾室位于 3 楼，5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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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芝加哥) O’Hare International - ORD 

贵宾室 SWISSPORT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5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往右转，贵宾室位于 M8 及 M7 登机区之

间靠右。 

营业时间 每日 12.00 – 21.30  

关闭: 12 月 25 日及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

或以上人仕。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需穿鞋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贵宾室 AIR FRANCE VIP LOUNGE 

位置  第 5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M7 登机区前。此贵宾室只 

                      开放予从第 5 航站离境的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8.30 – 21.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短裤、无袖衬衣、球衣及 

带棒球帽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受旺季影响，贵宾室预计到访人客数量将于 6 月至 8 月期间有所增加，因此，

贵宾室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CINCINNATI, OH (辛辛那提) KY International - CVG 

贵宾室 THE CLUB AT CVG 

位置 A 大厅。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A8 和 A10 登机区之间。由 B 大厅或 C 大厅通过

的乘客，亦可使用此贵宾室，但需预留足以时间往返该登机区。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6.00 – 20.00 

  周六 06.00 – 17.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0 
 
CHICLAYO (奇克拉约) Airport - CIX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边约 20 米。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烈酒、本地啤酒、餐酒及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设航班离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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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INAU (奇西瑙) International - KIV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往登机区。遵循标示往 ‘Business Lounge’。 

贵宾室位于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 100ml 干邑白兰地(cognac)，50ml 伏特加酒/威士忌 

(vodka/whisky)，500ml 啤酒 (beer)，150ml 餐酒/香槟 (wine/champagne)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0 
 
CHONGQING (重慶) Jiangbei International – CKG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在 2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在左边。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 2A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在 A12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 2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在 B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 2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在 C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CLARK (克拉克) International - CRK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出境和 X 光检查后往第二安全检查。右转并乘自动扶梯往 2 楼。     

贵宾室位于右边，5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02.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杯和只限啤酒。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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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J-NAPOCA (克卢日纳波卡)  International - CLJ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堂内，B1 和 B2 登机区 

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19.00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堂内，A2 和 A3 登机区 

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19.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COCHIN (高知) International - COK 

贵宾室 EARTH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后，乘升降机到 2 楼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6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每成人限免费烈酒 2 杯

(30ml) 或 啤酒(650ml) 1 杯，随后及其他酒精饮料需另收费。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t     

 

COLOGNE/BONN (科隆/波恩) International - CGN 

贵宾室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乘自动扶梯或沿楼梯到离境楼层。 

贵宾室位于左侧。 

第 1 航站的 Lufthansa, Germanwings 和 Austrian Airlines 的乘客可进入此 

贵宾室但必须先于第 1 航站安排登机后(需提供登机证)才进入第 2 航站。 

遵循标示‘D 第 2 航站’ 并通过安全检查。请预留充足时间(约 1 小时)往登机

区，离开贵宾室后需再次通过第 1 航站的安全检查。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00 – 21.00  

                     周六至周日和国定假期 09.00 – 18.30 

 关闭: 12 月 25 日及 12 月 31 日  

相关规定 1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电脑上网及 Wi-fi 无线上网需另收费。

COLOMBO (科伦坡) Bandaranaike International - CMB 

贵宾室 LOTUS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离境航站。空侧 – 在 1 楼。贵宾室位 6 和 7 登机区侧近。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每位持卡者最多 6 位同行宾客。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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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ADO SPRINGS, CO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International - COS 

贵宾室 PREMIER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6 登机区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18 岁以下儿童禁止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CONAKRY (科纳克里) Gbessia International - CKY 

贵宾室 SALON VIP NIMBA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安全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登机大堂右侧。  

营业时间 周一 12.00 – 00.00 / 周二 14.00 – 02.00 

周三 18.00 – 00.00 / 周四 07.00 – 16.00 

周五及周日 06.00 – 00.00 / 周六 03.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饮料及所有小食 

                      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t0 
 
CONCEPCION (康塞普西翁) Carriel Sur - CCP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地侧 – 安全检查前。 到 2 楼并左转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Airport - CPH 

贵宾室 AVIATOR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近 1 楼的‘Pier B’.。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5.00 – 20.30  

周六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BY SERVISAIR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Starbucks’咖啡店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设施提供 m0 
  计算机上纲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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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K (科克) Airport - ORK 

贵宾室 JACK LYNCH LOUNGE 

位置 空侧 – 8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30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只限 1 位同行宾客。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COTONOU (科都努) Cadjehoun International - COO 

贵宾室 AHS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边防检查后和在进入候机大堂和安全检查之前, 沿在您左手边的 

楼梯往 1 楼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及周二  07.00 – 04.00  

周三 06.00 – 04.00  

周四 12.00 – 16.00 及 18.00 – 23.00 

周五 03.00 – 06.00、08.00 – 16.00 及 20.00 – 00.00 

周六 08.00 – 16.00 及 19.00 – 00.00 

周日 03.00 – 15.00 及 19.00 – 00.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COZUMEL (科祖梅尔) International - CZM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5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6.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及餐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CÚ CUTA (库库塔) Camilio Daza International - CUC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空侧 –  往 2 楼。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登机区的尽头。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1.3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0
 

CUENCA (昆卡) Mariscal Lamar - CUE 

贵宾室 SALA VIP CORPAC 

位置 空侧 – 通过位于机场地侧的查询柜台旁设有‘Salas VIP’标示的安全检查后， 

再通过护照检查后，沿楼梯或乘电梯往 2 楼。遵循标示往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0 

  部份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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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CAO (库拉卡) Hato International - CUR 

贵宾室 CAP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离境区西座，4 登机区南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 

设施提供 m 
  

CUSCO (库斯科) Alejandro Velasco Astete International - CUZ 

贵宾室 VIP LOUNGE CUSCO SAC 

位置 地侧 – 在 1 楼层，在付登机税窗口前，贵宾室位于机票柜台的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6.00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含酒精饮料及长途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DAEGU (大丘) International - TAE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层的面包店和幼儿室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8.30 

相关规定 最多 2 位同行宾客。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跨境/国际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DALAMAN (达拉曼) International - DLM 

贵宾室 CIPLOUNGE 

位置 ATM 国际航站。空侧 – Food Court 楼层。遵循标示往 ‘CIP Premium Lounge’ 。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营业时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及于淡季 (11 月至 3 月) 提供有限度服务。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含酒精饮料按要求提供并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0 
 

DALI (大理) Airport - DLU 

贵宾室 BEST BUSINESS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航站大楼内安全检查前。遵循标示‘Best Business VIP  

Lounge’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Wi-Fi 无线上网、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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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AN (大连) Zhoushuizi International - DLC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从 19 登机区到 2 楼。亦可从 

国内入境大堂 11 登机区(地侧)和 1 楼国际入境大堂 21 登机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YI TONG CLUB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换乘自动扶梯往上层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贵宾室 AIR CHINA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7.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DALLAS (达拉斯) Dallas/Ft. Worth International - DFW 

贵宾室 THE CLUB AT DFW   

位置 D 航站。空侧 – 在 D22 登机区附近。通过安全检查或经由‘Sky Link’抵达 

D 航站后，遵循往 ‘Airline Clubs’ 的标示，穿过靠近 D22 登机区和 

标有 ‘Airline Clubs’ 的双玻璃门，并乘升降机往 5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 19.30  

相关规定 持卡者必须年满 21 岁。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现正进行大型改建工程，客人可能因而需要使用较小型的临时贵宾室 

  设施，不便之处请见谅。  

 

DAMMAM (达曼) King Fahad International - DMM 

贵宾室 FIRST AND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转左。贵宾室位于免税区后的左方。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每位持卡者只限 1 位同行宾客。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贵宾室暂时关闭进行改善工程至 2015 年 8 月。请留意本公司网站最新信息。

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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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ES-SALAAM (达雷斯萨拉姆) Julius Nyerere International - DAR 

贵宾室 TANZANIT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国际离境大厅。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DATONG (大同) Yungang - DAT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遵循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每首班航起飞 90 分钟前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m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ml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地侧 - 安全检查前，遵循指示往'VIP Loung'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ml  
 
DAVAO (达弗澳) Francisco Bangoy International - DVO 

贵宾室 MIASCOR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2.00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只提供本地电话设施。 

 

DEHRADUN (德拉敦) Jolly Grant - DED 

贵宾室 PORT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安全检查前，往地面到中转区，遵循标示到‘Port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8.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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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Y (伦敦德里) Londonderry / Eglinton - LDY 

贵宾室 AMELIA EARHART LOUNGE 

位置 空侧 – 主离境大堂尽头的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三及周五 06.30 – 20.00  

周四 06.30 – 01.00 / 周六 06.30 – 17.00  

周日 10.30 – 21.30 /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应通过安全检查并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于地侧往航站大楼主入口

左后边的机场询问处(Airport Information Desk)登记为 Priority Pass 持卡人。 

服务人员便提供门外密码以便进入贵宾室。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 

每人 2 杯。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DHAKA (达喀尔) Hazrat Shahjalal International - DAC 

贵宾室 RUPOSHI BANGLA HOTEL BALAKA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出境柜台后右转，沿楼梯往 2 楼大堂尽头并左转。沿通道往位于左边的

贵宾室。乘客可于第 1 及第 2 航站往贵宾室及从贵宾室返回该两航站。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含酒精饮料、长途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会议设施需预留并需另收费。 

  请致电+88028914248 预留该设施。 

 

DHARAVANDHOO (达拉万杜) Dharavandhoo - DRV 

贵宾室 KASHIMAA LOUNGE 

位置 地侧–入境及离境大堂的左侧。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办理登机手续前 1 小时开放 (约 08.00)，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

关闭 (约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0  
 

DOUALA (杜阿勒) International - DLA 

贵宾室 CLUB MARKET VIP LOUNGE 

位置 地侧–通过安全及护照检查前，贵宾室位近大堂内的自动柜员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贵宾室内提供协办登机服务。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DUBAI (杜拜) Al Maktoum International - DWC  

贵宾室 MARHABA LOUNGE 

位置  客运航站。空侧 – 警务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 1 楼。贵宾室位于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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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AI (杜拜) International - DXB  

贵宾室 DUBA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C 大厅，贵宾室位于 8 和 10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不开放予从第 3 航站离境乘客。最久可停留 5 小时。分设祷告室和吸烟区。 

设施提供 m0 t 

                      斋戒月(Ramadan)期间只按要求于 20.00 – 03.00 提供含酒精饮料。  

贵宾室 MARHABA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C 大厅，第 1 航站东边尽头，贵宾室位于 C23 和 C25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并每次限使用 30 分钟。           

贵宾室 MARHABA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离境区。贵宾室在离境区内，安全检查后，F3 和 F4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MARHABA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A 大厅。离境楼层，西翼(West End)。贵宾室位于 A2 及

A3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设家庭室及分设儿童游戏间。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并每次限用 30 分钟。    

贵宾室 MARHABA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B 大厅。空侧 – 在 4 楼层东边尽头，贵宾室位于大厅北边，B21 登 

机区附近。贵宾室入口为指定从第三楼层离境大堂的升降机直接到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并每次限用 30 分钟。贵宾室由 2015 年 4 月 11 日至 6 月 11

日期间进行改善工程，自助餐区将关闭约 4 星期，但将会有其他安排提供完整

的菜单，令影响减至最低。 

贵宾室 LOUNGE AT B 

位置 第 3 航站。B 大厅。空侧  -  离境层东边，B26 登机区旁。于 A 或 C 大厅离境

的乘客需预留充裕时间(约 15-20 分钟)往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5 小时。1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精选烈

酒。斋戒月(Ramadan)期间只按要求于 20.00–03.00 提供含酒精饮料。须配合

适当穿着礼仪 。按要求提供贵宾室外的淋浴设施。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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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LIN (都柏林) International - DUB 

贵宾室 DUBLIN AIRPORT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并沿左方走。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贵宾室位于 2 楼并可从安全检查区左边的楼梯或乘升降机到达。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DUBLIN AIRPORT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抵入境层后到出境层。通过安全检查及零售区，乘自动扶梯

或升降机往下到机场贵宾室楼层，右转并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30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Čilipi – Konavle - DBV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B 航站。空侧 – 位于 3 楼国际离境区。 

营业时间 周一及周二 05.00 – 17.00 / 周三及周五 05.00 – 20.00  

周四 05.00 – 18.00 / 周六 08.00 – 20.00 / 周日 05.00 – 19.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电话服务需另外收费。   

DUNHUANG (敦煌) Airport - DNH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1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边，2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 15 分钟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2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边，2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 15 分钟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l   
 

DURBAN (德班) King Shaka International - DUR 

贵宾室 UMPHAFA LOUNGE  

位置 国际 1 航站。空侧 –  于出境范围往升降机到 3 楼往贵宾室。 

右转。贵宾室位于右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4 小时。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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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BAN (德班) King Shaka International - DUR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往前并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 3 楼， 

右转。贵宾室位于右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0 t 
 
DURHAM (达勒姆) Tees Valley - MME 

贵宾室 SERVISAIR ROSEBERRY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右转，通过‘Yard of Ale’ 酒吧。贵宾室位于 4 登机区

侧。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4.30 – 10.30 及 13.00 – 18.00  

周六 04.30 – 10.30   

周日 04.30 – 10.30 及 17.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关闭 :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电脑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DŰSSELDORF (杜尔塞夫) International - DUS 

贵宾室 HUGO JUNKERS LOUNGE 

位置 国际 B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右转，并沿楼梯往 Level 2 。 

遵循标示前行，贵宾室位于 B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15 – 21.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t  
贵宾室 AIR BERLIN LOUNGE 

位置 国际 C 航站。空侧 – 上楼层，46 登机区前方。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提供免费 120 分钟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随后使用需另收费。 

  此贵宾室已和隔壁的‘Open Sky Lounge’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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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LONDON-SOUTH AFRICA (东伦敦-南非) International - ELS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通过在地面之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走廊尽头。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30 – 20.30  

周六 08.00 – 17.00 / 周日 09.00 – 20.3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 
 
EDINBURGH (爱丁堡) International - EDI 

贵宾室 NO. 1 EDINBURGH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10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食物和饮料由服务员提供，另设自助餐和小餐馆菜单供选择。须配

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香槟和鸡尾酒需另收费。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前行左转。贵宾室位于 4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0.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可要求提供航班资料。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有关

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EDMONTON (埃德蒙顿) International - YEG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USA TRANSBORDER) 

位置 国际 USA TRANSBORDER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近 88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18.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传真服务及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国际航站。空侧 – 2 楼，安全检查后。 乘升降机或沿通过 54 登机区的楼

梯往位于右手边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00.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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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IDHA (安菲达) Hammamet International - NBE 

贵宾室 PRIME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地侧 – 贵宾室入口位于主大堂左边，60 登机柜台旁。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祷告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传真和打印服务需另收费。 

 

ENTEBBE (恩德贝) International - EBB 

贵宾室 KARIBUNI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国际离境大厅近登机区。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150 分钟开放(约 03.00)，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2.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长途电话和传真服务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EXETER (艾赛司特) International - EXE 

贵宾室 THE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持卡者不应通过安全检查并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于地侧登机区的 

乘客服务柜台登记为 Priority Pass 持卡者。服务人员便提供门外密码以便进入

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5.00 – 19.00 / 周六及周日 05.00 – 21.00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不可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2 杯，随后需另收费。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短裤、无袖衬衣、足球上衣或带棒球帽者将不获 

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FARO (法罗) International - FAO 

贵宾室 FARO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离境区。 在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30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FỀS (非斯) Saïss International - FEZ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DEPARTUR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近 B 登机区。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起飞 90 分钟前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应通过安全检查并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在位于地侧的‘ONDA’  

询问柜台登记为 Priority Pass 持卡者。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

需另收费。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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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NCE (佛罗伦萨) Amerigo Vespucci - FLR 

贵宾室 MASACCIO LOUNGE 

位置 离境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离境航站 1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19.3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FORTALEZA (福塔莱萨) Pinto Martins International - FOR 

贵宾室 SALA VIP CASABLANCA TURISMO FORTALEZA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H 登机区前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儿童游戏区。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内办理登机服务需另收费。     

 
FRANKFURT (法兰克福) Main - FRA 

贵宾室 LUXX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地侧 – 从离境楼层乘位于办理登机台号 680 对面的自动扶梯 

往上。贵宾室在 B/C 离境大堂内，画廊(Gallery)楼层右边。 

持卡者需按贵宾室门钟(房间 201.3434)方可进入贵宾室。 

如从‘Sheraton Hotel’往贵宾室，经行人桥可达。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30 

12 月 24 日、25 日和 31 日: 贵宾室于 20.00 关闭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需进入指定 

范围并需由成人陪同。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电话设备、传真服务、会议及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SKY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D 大厅。在 3 楼转机区，D8 登机区对面。 

持卡者必须出示有效登机证方可进入贵宾室。转机乘客必须先行办理登机才 

到访此贵宾室并需预留最少 30 分钟往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15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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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OKA (福冈) International - FUK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 3 楼层出境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56 登机区前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8.30 – 10.45, 14.25 – 16.00 及 17.40 – 20.4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多 2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跨境/国际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FUNCHAL(MADEIRA) (丰察尔) International - FNC 

贵宾室 TAP PORTUGAL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往 3 楼并右转，贵宾室位于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00.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 
 

FUZHOU (福州) Changle International - FOC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 3 楼层，贵宾室位于 5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于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前 30 分钟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含酒精饮料只限于啤酒并 

限每人 1 杯。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  t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 8 登机区旁乘自动扶梯往上至 3 楼，贵宾室 

在右边。 

营业时间 于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前 30 分钟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Wi-fi 无线上网需另收费。 

 
GABORONE (嘉柏隆) Sir Seretse Khama International - GBE 

贵宾室 NTHULA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大堂。空侧 – 出境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精选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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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PAGOS (加拉巴哥群岛) Baltra - GPS 

贵宾室 AEROPUERTOS VIP CLUB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右边，通过走廊，小食亭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5.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0  
  含酒精饮料和樽装饮料需另收费。  
  
GASSIM (卡西姆) Regional - ELQ 

贵宾室 TASHEEL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靠近离境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5.00 及 16.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贵宾室 TASHEEL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靠近离境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5.00 及 16.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GDANSK (格旦斯克) Lech Walesa - GDN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航站左边，11-18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GENEVA (日内瓦) Cointrin - GVA 

贵宾室 DNATA SKYVIEW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通过 X 光后，左转并乘升降机往夹层楼。贵宾室位于右边 

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30 

相关规定 可能于繁忙时段 (12.30 – 14.30) 限制进入。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每家庭限携带 2 名儿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分设祷告室。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HORIZON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从转机区右侧的楼梯往夹层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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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VA (日内瓦) Cointrin - GVA 

贵宾室 SWISS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夹层楼之转机区，在护照检查区(离境楼层)后 

之右手边 。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GENOA (几内瓦)  Cristoforo Colombo - GOA 

贵宾室 SALA GENOVA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厅内，办理登机柜台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GEORGE (乔治)    Airport - GRJ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沿楼梯通往另一楼层，贵宾室位于正前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 07.00 – 18.30  

周五 07.00 – 20.00 / 周六 08.00 – 15.00  

周日 08.00 – 19.3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电脑上网、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GEORGETOWN (乔治敦)  Cheddi Jagan International - GEO 

贵宾室 RORAIMA AIRWAY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机场禁区内海关及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通往公众离境区的 

斜坡前端。 

营业时间 每日 03.00 – 23.00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GIBRALTAR (直布罗陀) International - GIB 

贵宾室 CALP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直接前往离境等候区，贵宾室位于右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 09.00 – 15.30 

  周五 09.00 – 20.00 / 周六 10.00 – 18.00 

  周日 09.00 – 19.30 

  营业时间可能因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5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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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GOW (格拉斯哥) International - GLA 

贵宾室 SKY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再穿过世界免税店 (‘World Duty Free Shop’) 并沿小路 

前往升降机，贵宾室位于 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30。于贵宾室关闭前 1 小时内抵达者恕不获招待。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 (持卡者必须于航机原定起飞时间离开贵宾室)。商务范围

(‘Business Section’)不开放予 Priority Pass 持卡者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 

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4 杯。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现关闭进行改善工程至 2015 年 5 月 25 日。乘客可前往为于 Domestic 

Pier，26 登机区对面的临时贵宾室。航站内将有标示指引乘客前往临时贵宾

室。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由于临时贵宾室面积有限，可能限制进入及未能保

证能否进入。 

 
GOA (果阿) Dabolim - GOI 

贵宾室 GOLDEN CHARIOT  

位置 新国内航站大楼。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区内。遵循标示 ‘Golden 

Chariot’。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07.00 及 11.30 – 19.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贵宾室 GOLDEN CHARIOT  

位置 新国际航站大楼。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及护照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GORONTALO (哥伦打洛) Jalaluddin - GTO 

贵宾室 MATODUO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Cafe Rahmat’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GOTHENBURG (歌德堡) Landvetter - GOT 

贵宾室 MENZIES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转机区内，17 和 19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 05.30 – 21.30  

周五及周日 05.30 – 20.30  

周六 05.30 – 19.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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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HENBURG (歌德堡) Landvetter - GOT 

贵宾室 MALMÖ  AVIATION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6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00 – 18.30  

                      關閉: 周六、周日及国定假期 

相关规定 禁止 12 歲以下兒童進入。禁止吸煙。  

设施提供 s m 0 

只携手提行李之乘客可享用贵宾室内的协办登机服务。 
 

GRAND CANARIA (大卡纳利群岛) Las Palmas - LPA 

贵宾室 SALA GALDÓ S 

位置 离境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离境楼层第 2 层，在购物中心隔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或以下儿童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分设儿童游戏区。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GRAZ (格拉茨) Airport - GRZ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右转并往 1 楼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00 

相关规定 持有效登机证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往位于地侧靠近 1 号办理登机 

手续柜台的‘Information Desk’ 登记并表明自己为持卡人以索取贵宾室密码 

进入贵宾室。1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GUADALAJARA (瓜达拉哈拉)   Miguel Hidalgo International - GDL 

贵宾室 VIP LOUNGE (WEST) 

位置 第 1 航站 。 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上。贵宾室位于 5 登机区前左

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儿童游戏区。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贵宾室 VIP LOUNGE (EAST) 

位置 第 1 航站 。 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自动扶梯往上，贵宾室位近 14 登机区的左

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设有游戏机室。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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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M (关岛) International - GUM  

贵宾室 SAGAN BISITA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7 登机门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0.00 – 10.00 及 13.00 – 17.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GUANGZHOU (广州) Baiyun International - CAN 

贵宾室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A01-A06 登机区 

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02.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坐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含酒精饮料和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A112 登机区附

近。 

营业时间 每日 10.30 – 01.0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坐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

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AIR CHINA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A113-A123 登

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HAINAN AIRLINES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A124-A133 登机

区 

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和传真设施。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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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广州) Baiyun International - CA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B201-B213 登

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B214-B223 登

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CHINA EASTERN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B224-B235 登机

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和传真设施。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KING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3 楼离境区，A124-133 登机

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停留 4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

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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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TEMALA CITY (危地马拉城) La Aurora International - GUA 

贵宾室 LOS AÑEJO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北翼。安全及护照检查后约 100 米，贵宾室位于 6 和 7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00 – 20.00 

周六及周日 06.00 – 19.00  

关闭: 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1 月 1 日及 1 月 31 日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免费饮料限每人 3 杯，除自助 

小食外可从小餐馆菜单内选一款鲜制食品。随后饮料及食品需另收费。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会议设施需预订并需另收费。 
 

GUAYAQUIL (瓜亚基尔) Jose Joaquin de Olmedo - GYE 

贵宾室 AEROPUERTOS VIP CLUB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通过国际登机区后，贵宾室位于出境管理、安全检查及 

免税后，8 登机区斜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0.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AEROPUERTOS VIP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通过国内际登机区后，贵宾室位于‘Aerogal 和 Icaro’贵宾室 

之间。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00 – 20.00 

 周六 08.00 – 18.00  

周日 08.00 – 20.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GUILIN (桂林) Liangjiang International - KWL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贵宾室位于离境候机楼 2 楼，15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m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2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贵宾室位于离境候机楼 2 楼，7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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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IN (桂林) Liangjiang International - KW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3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贵宾室位于离境候机楼 2 楼，11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m  
 
GWANGJU (光州)  International - KWJ 

贵宾室 ASIANA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2 楼离境楼层，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区的右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15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19.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HA’IL (哈伊勒) Regional - HAS 

贵宾室 TASHEEL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邻近免税店的右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1.00 及 16.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烟区。 

设施提供 z 0 


HAIKOU (海口) Hainan Meilan International - HAK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位于安全检查旁。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国际航班办理登机手续前 5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国际航班起飞

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 

设施提供 z 

HAMBURG (汉堡) Fuhlsbüttel - HAM 

贵宾室 AIRPORT LOUNGE 

位置 航站广场。空侧 – 贵宾室位于 3 楼安全检查的后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15 – 21.00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Wi-fi 無線上網服務需另收費。 

 

HANGZHOU (杭州) Xiaoshan International - HGH 

贵宾室 EASYGO VIP INTERNATIONAL LOUNGE 

位置 国际 2A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A08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禁止烟区。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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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杭州) Xiaoshan International - HGH 

贵宾室 VIP NO. 6 LOUNGE 

位置 国内 3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B2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1 杯，随后需另收费。禁止烟区。 

設施提供 z m0  
 

HANIMAADHOO (环礁)  Airport - HAQ 

贵宾室 KASHIMAA LOUNGE 

位置 空侧 – 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peer bridge’，4-6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1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HANNOVER (汉诺威)  Airport - HAJ 

贵宾室 KARL-JATHO LOUNGE 

位置 A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 A 航站与 B 航站之间， 约 20 公尺处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18.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成人可携 1 名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HANNOVER CLUB LOUNGE  

位置 C 航站。地侧 – 在离境楼层，乘位于 TUI 柜台旁的升降机到 3 楼。贵宾室 

位于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关闭: 周六及周日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成人可携 1 名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HARARE (哈拉雷)    International - HRE 

贵宾室 DZIMBAHWE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乘自动扶梯直到地面， 

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不得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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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I (合肥) Xinqiao International - HFE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A14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HELSINKI (赫尔辛基) Vantaa - HEL 

贵宾室 ALMOST@HOM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非申根区，贵宾室位于 32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提供一般含酒精和非酒精饮料，精选类别需另收费。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 27 和 28 登机区对面。 

非申根航班转机乘客在非申根护照检查前可使用此贵宾室，但需预留 15 分钟

往返该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00 

相关规定 乘客可于航班起飞前 3 小时进入贵宾室，但需按到访时情况而定。2 岁以下儿

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供 18 岁或以上乘客。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所

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内提供协办登机服务。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HERAKLION (伊拉克里翁) Kazantzakis International - HER 

贵宾室 EVROPI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护照和安全检查，贵宾室位于 1 楼的外申根离境大堂 (Departure 

Extra-Schengen Hall)，免税店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关闭: 冬季 (10 月 15 日至 5 月中)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儿童游乐区。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LOXENIA LOUNGE 

位置 地侧–于离境大堂 1 楼，Swissport 办理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周一及周五 05.00  – 22.30 

周二及周四 07.00  – 22.00 

周三、周六及周 06.00 – 22.00 

关闭: 冬季 10 月 31 日至 3 月 31 日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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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OSILLO (索诺拉) International - HMO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朝右方。贵宾室位于‘Minimarket’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儿童游乐区。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HO CHI MINH (胡志明市) Tan Son Nhat International - SGN 

贵宾室 APRICOT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空侧 – 通过 2 楼之安全检查后，乘免税店侧之升降机往 1 楼。 

贵宾室位于登机区中间。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2.00  

关闭时间可能依据最后航班起飞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首两名 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m  l 
 只供本地传真及电话服务。

贵宾室 SASCO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安全检查后，向前往 10-14 登机区。贵宾室位于 11 登机区

的前方，'Vietnam Airlines Business Class Lounge' 旁。 

营业时间 每日 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成人限携 2 名 12 岁以下小童

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HOHHOT (呼和浩特) Baita International - HET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及出境管制后，右转往 2 楼西面走。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一班国际航班起飞后关闭。 

关闭: 周二、周四、周五及周日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提供 2 小时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及出境管制后，右转往 2 楼西面走。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一班国际航班起飞后关闭。 

关闭: 周二、周四、周五及周日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提供 2 小时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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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HOT (呼和浩特) Baita International - HET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并向 2 楼东边前走约 100 米，贵宾室位

于 6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一班国内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提供 1 小时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并向 2 楼东边前走约 100 米，贵宾室位

于 6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一班国内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提供 1 小时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并向 2 楼东边前走约 100 米，贵宾室位

于 8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一班国内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提供 1 小时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并向 2 楼东边前走约 100 米，贵宾室位

于 8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一班国内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提供 1 小时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HONG KONG SAR (香港特别行政区) Chek Lap Kok International - HKG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东大厅。 空侧 – 离境楼层 6 楼，靠近 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于樽装啤酒。‘Wine List’ 饮料需另收费。国际电话、 

 传真服务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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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AR (香港特别行政区) Chek Lap Kok International - HKG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西大厅。空侧 – 离境楼层 6 楼，乘自动扶梯或靠近 40 登机区的 

升降机到 7 楼往贵宾室。转机乘客可从 W1 附近自动扶梯前往离境楼层。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于樽装啤酒。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地侧 – 3 楼(入境楼层)，机场铁路快线月台楼下。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t 

电话、传真服务及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HONOLULU (檀香山) International - HNL 

贵宾室 IASS HAWAII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向位于中央大厅的花园范围前行至 14-23 登机区， 

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前往地面，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 13.30 及 14.00 – 18.00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0 
 
HORTA (霍尔塔) Airport - HOR 

贵宾室 SATA PLUS LOUNGE 

位置 地侧 – 登记时，请向职员表示希望使用贵宾室。沿办理登机的柜台左侧的楼梯

往下至地面，沿楼梯左转，贵宾室位于右侧。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至周五及周日 08.00 – 19.00 (夏季时间)  

 周二及周六 08.30 – 17.300  (夏季时间) 

 每日 09.00 – 17.30  (冬季时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设施提供 z 
 

HOUSTON (休斯敦)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 IAH 

贵宾室 KLM CROWN LOUNGE 

位置 D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近 D8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 

所有儿童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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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I AN (淮安) Lianshui - HIA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右手边。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每日首班航起飞 1.5 小时前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 6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每日首班航起飞 1.5 小时前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HUMBERSIDE (汉柏斯格) International - HUY 

贵宾室 SERVISAIR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即右转并遵循往贵宾室的标示，贵宾室位于走廊尽头。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至周五及周日 05.00 – 10.00 及 15.00 – 18.00  

周二 05.00 – 10.00 及 12.30 – 18.00 

周六 05.00 – 1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关闭: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可要求提供航班资料。电脑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HYDERABAD (海得拉巴) Rajiv Gandhi International - HYD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 F 楼层安全检查后，再穿过离境和护照检查，通过免税店

并往右转，在 32A 登机区乘升降机往下 1 层，贵宾室位于 E 楼层。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 1 位儿童同行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在 F 楼层安全检查后，再穿过离境和护照检查，通过免税店

并往右转，在近 28 登机区乘升降机往下一层，贵宾室位于 E 楼层。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及只限 1 位儿童同行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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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ERABAD (海得拉巴) Rajiv Gandhi International - HYD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客运航站大楼。地侧–贵宾室位于停车场旁的客运航站大楼，商业广场 C 楼

层。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

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含酒精饮料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INVERNESS (因弗内斯) Dalcross - INV 

贵宾室 SERVISAIR HIGHLAND LOUNGE 

位置 空侧 – 护照检查后右转，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5.30 – 16.30  

周日 06.00 – 21.00 

关闭: 1 月 1 日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有关

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IQUIQUE (伊琦圭) Diego Aracena International - IQQ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登机区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0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0  
 

IQUITOS (伊基多斯) International - IQT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登机区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及逄周三和周六的国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有所变更)。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烈酒、 

本地啤酒、餐酒及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设航班离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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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ABAD (伊斯兰堡) Benazir Bhutto International - ISB 

贵宾室 CIP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及机场安全检查 (ASF Search  Area) 后， 

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堂楼上，楼梯旁。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设独立祷告室及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t 
 

ISLE OF MAN (马恩岛) Ronaldsway - IOM 

贵宾室 RENDEZVOU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在主离境厅入口前的左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45 – 19.00  

 周六 05.45 – 13.30  

周日 12.00 – 20.00 

 关闭: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及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电话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ISTANBUL (伊斯坦堡) Atatürk Havalimani - IST 

贵宾室 HSBC CLUB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遵循往贵宾室的标示， 

贵宾室位于 2 楼，美食区(Food Court)内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贵宾室 PRIMECLASS CIP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右转。 贵宾室位于走廊尽头，在美食区 

(Food Court) 楼下。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可要求提供航班资料。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WINGS PRIME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沿楼梯往 2 楼。遵循标示往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0.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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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ANBUL (伊斯坦堡) Sabiha Gökçen International - SAW 

贵宾室 LGM INTERNATIONAL CIP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左转到自动扶梯往上，到位于自动扶梯 

右边的贵宾室。亦可乘升降机抵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0  

贵宾室 LGM DOMESTIC C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左转到自动扶梯往上，到位于自动扶梯 

右边的贵宾室。亦可乘升降机抵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0  
 
IZMIR (伊兹密尔) Adnan Menderes - ADB 

贵宾室 COMFORT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第 2 个安全检查之后。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JAKARTA (雅加达) Soekarno – Hatta International - CGK 

贵宾室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D 航站。空侧 – 办理出境后左转，经过免税商店朝 D1–D7 登机区 

方向前进。贵宾室位于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1.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8 岁以下的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0t 
  跨境/国际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足底按摩疗法需另收费。 
贵宾室 PURAH INDAH FIRST AND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D 航站。空侧 – 办理出境后左转，经过免税商店前往尽头，靠近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00.00 

相关规定 免费含酒精饮料每人限 2 杯。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分吸烟区/非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MUTIARA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E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前往护照检查/出境柜台， 

再左转，贵宾室位于约 20 公尺处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3.30 

相关规定 含酒精饮料只限于啤酒。 

设施提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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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DAH (吉达) King Abdul Aziz International - JED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北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及护照控制后，贵宾室位于办理登机柜台后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由北航站离境的国际航班乘客使用(Saudia Airlines 航班乘客不能使用)。 

 2 岁以下的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JEJU ISLAND (济州岛) Jeju International - CJU 

贵宾室 ASIANA LOUNGE 

位置  地侧 – 3 楼， 离境楼层。贵宾室位于‘Asiana’办理登机柜台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1.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 3 楼，距离登机柜台约 50 米。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多 2 位同行宾客。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须由成人陪同。禁止吸烟。跨境/国际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0 

 

JERSEY (泽西) Airport - JER

贵宾室 BRITISH AIRWAYS TERRAC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及护照检查后往主离境大堂。遵循标示往位近 3 登机区 

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30  

关闭: 12 月 25 日 

12 月 31 日于 17.30 关闭并于 1 月 1 日 11.00 营业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JINAN (济南) Yaoqiang International - TNA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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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ZHAIGOU (九寨沟) Jiuzhai Huanglong - JZH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2 楼 1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BUSINESS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2 楼 4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BUSINESS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1 楼，贵宾室位于右边约 20 米。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JIZAN (吉赞) Regional - GIZ 

贵宾室 TASHEEL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离境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4.00 及 16.0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烟区。 

设施提供 z 0 
 

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 O. R. Tambo International - JNB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内 A 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右转和向前走到尽头到免税区。 

乘位于 ‘Out of Africa’ 商店前的自动扶梯到夹层楼，贵宾室位于右边。 

于 B 航站乘国际航班出境的乘客可使用此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MASHONZHA LOUNGE  

位置 国际 A 航站。空侧 – 出境检查后，通过免税店区，遵循机场高空标示往

EMIRATES BUSINESS LOUNGE。到达楼梯/自动扶梯顶后左转，贵宾室 

位于右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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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ESBURG (约翰内斯堡) O. R. Tambo International - JNB

贵宾室 SHONGOLOLO LOUNGE  

位置 国际 A 航站。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向左转并前往 A7-A18 登机区。通过  

Air France Lounge 再乘自动扶梯往下层， 贵宾室位于左边位置。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t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内 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前往‘Sweet Shop’后面的自动扶梯 

往下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于 B 航站乘国际航班出境的 

乘客必须使用位于 A 航站(国际) 的‘Bidvest Premier Lounge’。请参看相关 

贵宾室资料。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 m0 t  
贵宾室 BIDVEST SKY LOUNGE   

位置 国内 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乘升降机往 4 楼到位于左边的 

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00 – 21.00  

周六及周日 06.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于每日 10:00 开始供应。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0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客运航站大楼。空侧 – 在 1 楼通过安全检查后向右转，然后一直往右走， 

贵宾室位于旅游信息柜台侧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含酒精饮料只

限于啤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JULIACA ( 忽利阿卡) Inca Manco Capac International - JUL 

贵宾室 SALA  WAYRA 

位置 客运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通过安全检查后，遵循 ‘Domestic 

Departure Lounge’ 的标示，右转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不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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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NINGRAD (加里宁格勒州) International - KGD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LOUNGE 

位置 空侧–通过登机、海关和护照检查。安全检查后转右，贵宾室位于 2 楼 C 区。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旅客使用。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于啤

酒和餐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KAOHSIUNG (高雄) International - KHH 

贵宾室 MORE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出境管制和安全检查后左转。遵循 ‘Business Center’ 

和 7-12 登机区的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3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行宾客。2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只提供贵宾室服务。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KARACHI (卡拉奇) Jinnah International - KHI 

贵宾室 CIP LOUNGE 

位置 JINNAH 综合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穿过免税店和 ‘Business Plus 

Lounge’ 。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祷告室及吸烟间。 

设施提供 s m t 
  只提供本地电话和传真服务。

KARLOVY VARY (卡罗维  瓦力) International - KLV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空侧–通过免税店，贵宾室位于酒吧旁。遵循标示到 ‘Business Lounge’。 

营业时间 周一 16.00 – 18.15  

周二及周四 12.00 – 14.15 

周六 12.00 – 16.15  

周日 12.00 – 18.00 

关闭: 周三及周五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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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MANDU (加德满都) Tribhuvan International - KTM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地侧 – 在出境检查(护照检查)后，安全检查前，沿楼梯或 

乘右边自动扶梯往 2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l 
  Wi-fi 无线上网服务、电脑上网、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KATOWICE (卡托维兹) Pyrzowice International - KTW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B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 1 楼，安全检查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和申根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会议设施需预留和视乎情况提供并需另收费。 


KENDARI (肯达里) Wolter Monginsidi - KDI 

贵宾室 WAKATOBI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前往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再左转。 

通过机场税柜台再通过安全及 X 光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4.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t 
 
KHARKIV (哈尔科夫)  Osnova International - HRK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通过安全及护照检查后，免税店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于啤

酒，其他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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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V (基辅) Boryspil International - KBP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D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左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行宾客。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0  
贵宾室 AIRLINE LOUNGE 

位置 D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左或右转并往上，贵宾室位于 4 楼。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行宾客。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 0 t 
贵宾室 AIRLINE LOUNGE 

位置 D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左转并往上。贵宾室位于 4 楼。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行宾客。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 0 t 
 
KIGALI (基加利)  International - KGL 

贵宾室 PEARL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近 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餐酒和烈酒需另收费。 

 
KILIMANJARO (基文也路) International - JRO 

贵宾室 TANZANIT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离境厅，左转沿楼梯到楼上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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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TON (金斯敦) Norman Manley International - KIN 

贵宾室 CLUB KINGSTON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往上到主离境大堂并朝西方尽头，通过 Food Court， 

乘升降机或自动扶梯往下到夹层楼。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1.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境内/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水疗服务(Spa)亦需另收费。 

  Priority Pass 持卡者持有效 Priority Pass 卡及出示当天有效登机证， 

可与同行宾客免费使用位于离境航站 1 楼安全检查内的 Fast Track 服务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KNOCK (梅奥) Knock Ireland West – NOC 

贵宾室 IRELAND WEST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从离境区往登机区。贵宾室位近右边 3 登机区入口。 

持卡者不应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到地侧的询问柜台登记，并表明自己为

持卡人。询问柜台职员将确认持卡人身份后才提供密码以进入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8.00 

关闭 :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禁止 2 岁以下儿童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含酒精饮料限 

每人 3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KOLKATA (加尔各答) Netaji Subhash Chandra Bose - CCU 

贵宾室 TRAVEL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在夹层楼，安全检查后，一离开安全检查区，便是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贵宾室 TRAVEL CLUB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夹层楼，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KOŜICE (科西策) International - KSC 

贵宾室 AIRPORT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 1 楼的安全检查后面。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凉鞋、短裤或无袖衣服者不获招待)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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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A KINABALU (哥打京纳巴鲁) International - BKI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 3 楼，近 B3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0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的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

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t 

 含酒精饮料、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 2 楼，近 A10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的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

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t 

 含酒精饮料、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KRAKÓ W – BALICE (克拉科-巴里斯) John Paul II International - KRK 

贵宾室 NON-SCHENGEN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非申根区域。贵宾室位于地面，安全检查及护照 

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14.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6 岁以下儿童 

                      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 l  
贵宾室 SCHENGEN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申根区域。在 1 楼通过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 

贵宾室在 ‘Coffee Minute’ 后面靠近 8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6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 

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l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KRASNODAR (克拉斯诺达尔) International - KRR 

贵宾室 COMFORT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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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吉隆坡) International - KUL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辅助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手续和出境后，乘‘Aerotrain’到辅助机场大楼。 

向左边走，乘 2 号升降机到夹层楼。贵宾室位于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

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t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KLIA2 航站。空侧 –国际离境大厅 2 楼。贵宾室位于 L8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KLIA2 航站。空侧 –国际离境大厅 3 楼。在 Skybridge 后，贵宾室位于

'TheBar'后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0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t 

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KLIA2 航站 – Gateway 层。地侧 –2M 楼层，美食广场(food court)旁。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t 

电话、传真服务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KUCHING (古晋) International - KCH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2 楼，B6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的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含酒精饮料、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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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WAIT (科威特) International - KWI 

贵宾室 KUWAIT AIRWAYS – DASMAN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出境管理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22 和 2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PEARL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出境管理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2 楼的 2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只提供非酒精饮料。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DASMAN PREMIER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26 登机区之后。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PEARL LOUNGE SHEIKH LOUNGE 
位置 Sheikh Saad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地面。从正门左转至商务出境区， 

便是贵宾室登记柜台。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开放予 Dubai International 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 

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祷告室和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LAGOS (拉哥斯) Murtala Muhammed - LOS 

贵宾室 CLUB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E 座方向前进，并沿木制螺旋梯向上走至夹层楼。  

贵宾室位于楼梯口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00.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0 t 

贵宾室 SDS LOUNGE SERVICES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E 翼，离境楼层。 通过安全检查区及护照检查后并右转。 

贵宾室在手工艺商店之后和 ‘Business Mart’ 免税店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站。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水疗设施 (Spa)。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0  
  提供协办登机服务但需另收费。长途电话服务亦需另收费。免费提供睡袋。

  水疗设施需另收费，按当时情况 Priority Pass 持卡者出示有效 Priority Pass 

卡可与同行宾客享半价优惠，相关费用需直接交予贵宾室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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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OS (拉哥斯) Murtala Muhammed - LOS 

贵宾室 SKYWAY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从“D 入口” (Entrance D) 进安全检查后，左转并向前走 

约 100 米往位于 E-翼的贵宾室。乘客亦可于”中央入口”(Central Entrance) 安

全检查后右转。遵循标示往位于前方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 0t  

贵宾室 THE GABFOL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从“D 入口” (Entrance D) 进安全检查后，左转并向前走 

约 100 米往位于 E-翼的贵宾室。乘客亦可于”中央入口”(Central Entrance) 

安全检查后右转。遵循标示往位于前方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一般饮料限每人 1 杯，随后需另收费。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0t 
  含酒精饮料、热食、电话服务、淋浴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THE OASI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D 翼，离境楼层。 通过安全及护照检查。贵宾室 

位于 1 楼，在 Air France/KLM 贵宾室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 2 楼安全检查后，右转到主离境大堂，沿楼梯或 

乘自动扶梯往 3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0.45)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饮料需另收费。 

分设祷告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THE GABFOL LOUNGE 

位置 国内 1 航站 Arik Air Wing。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左转往贵宾室。 

贵宾室只开放予由 General Aviation 1 航站离境乘客使用。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

彧以上人仕。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其他饮料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t 
  热饮料和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LAHORE (拉合尔) Allama Iqbal International - LHE 

贵宾室 CIP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出境管制后，贵宾室位于出境管制柜台楼上，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设独立祷告室及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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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EZIA (拉美兹亚特米) Lamezia Terme - SUF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旅客航站。 

营业时间 每日 08.30 – 20.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设免费登机服务。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免费 Wi-fi 无线上网限 60 分钟。 
 

LANGKAWI (兰卡威)  International - LGK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空侧 – 出境管制后，贵宾室位于左边，安全检查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国际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LANDSIDE)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公众大厅出入境检查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

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t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LANZAROTE (兰萨罗特) ACE 

贵宾室 SALA GUACIMETA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护照及安全检查后，2 楼 1-2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分

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请注意：贵宾室将于 2015 年 5 月尾加入本计划。 
 

LARNACA (拉纳卡) International - LCA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出境检查后，于主离境区左边的楼梯或升降机到 3 楼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或无袖上衣者 

不获招待) 。分设儿童游戏区。贵宾室内禁止吸烟，吸烟区设于阳台。 

设施提供 z m t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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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AZ (拉巴斯) El Alto International - LPB 

贵宾室 THE LOUNGE VIP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距离国际登机区几米范围，国际离境 2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1.30 – 19.00 

关闭: 1 月 1 日及 5 月 1 日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设家庭区。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LAS VEGAS (拉斯韦加斯) McCarran International - LAS 

贵宾室 THE CLUB AT LAS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D 大厅，‘Juice Express’ 和 ‘Las Vegas Fruits’ 

& Nuts’后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2.00 

相关规定 12 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乘客。 

贵宾室内提供个人电脑使用。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LEEDS BRADFORD (利兹 布拉德福) International - LBA 

贵宾室 THE YORKSHIRE PREMIER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并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商务区 (不开放予家庭及团体)。2 岁以下儿童 

  可免费进入游乐区。游乐区内分设家庭/游戏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LIBERIA (利比里亚) International - LIR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过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15.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LIJIANG (丽江) Sanyi - LJG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LOUNGE NO. 1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附近。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 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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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IANG (丽江) Sanyi - LJG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LOUNGE NO. 2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附近。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 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1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并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 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2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并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 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BEST BUSINESS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A 离境大堂内升降机旁。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 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LIMA (利马) Jorge Chavez International - LIM 

贵宾室 SUMAQ VIP LOUNGE & BUSINESS CENTER 

位置 国际大厅。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经过 17 登机区，左转穿过长廊向前 

走 20 公尺便可到达于左边的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z m0 t 
 

贵宾室 VIP CLUB LOUNGE & BUSINESS CENTER 

位置 国际大厅。空侧 – 在安全检查之后，经过 17 登机区，左转穿过长廊向前 

走 20 公尺便可到达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最久可停留 4 小时。免费含酒精饮料每人限 2 杯。

分有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2 楼。护照检查和安全检查后右转并向前走约 50 米。 

贵宾室位于‘H.Stern’珠宝店和餐厅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t  



 91 

LISBON (里斯本) International - LIS 

贵宾室 ABC - AIRPORT BUSINESS CENTRE  

位置 第 1 航站。地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区前。朝 14-36 登机柜台方向前行。贵宾室 

位于夹层楼，在登机柜台楼上。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8.00 – 20.00  

关闭: 周六及周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电话、传真服务、淋浴设施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含酒精饮料按要求提供并需

另收费。会议设施必须预订，请致电+351221503922 预订该设施。 

贵宾室 BLU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区后前往 5 楼国际区。经过‘Harrods Bar’  

和转机登机柜位，贵宾室位于左侧，7–13 登机区方向。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会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Wi-fi 无线上网、电话、传真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另会议设施必须预订， 

  请致电+351218413963 预订。 

贵宾室 LISBON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前，安全检查后，靠近免税商店及麦当劳

(McDonald’s) 快餐店。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设施需另收费。请注意：贵宾室将于 2015 年 6 月 1 日永久关闭。 

 

LIUZHOU (柳州) Bailian - LZH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VIP Reception Centre’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3.3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LIVERPOOL (利物浦) John Lennon - LPL 

贵宾室 THE ASPIRE LOUNGE BY SERVISAIR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通过免税商店范围，乘自动扶梯往下，贵宾室位于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0.00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设迤需另收费。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 

 请于到访前浏览本网站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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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E (利文斯敦) International - LVI 

贵宾室 IAPCO CLUB LOUNGE 

位置 空侧 – 离境大堂护照检查及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IAPCO Club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18.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传真、Wi-fi 无线上网及电脑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因机场改建工程而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持卡人可前往有标示的临时

贵宾室享用服务。请注意: 临时贵宾室不设传真、电视及电脑上网服务。 

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请浏灠本公司网站最新信息。 

 

LJUBLJANA (盧布拉那) Airport - LJU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离境大厅。空侧 – 贵宾室位于服务台。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LOMBOK (隆布) Bandara International - LOP 

贵宾室 SHERATON V.I.P. DEPARTURE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安全检后，遵循标示往‘Sheraton V.I.P. Departure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0.00 

相关规定 除咖啡及茶外，各类饮料均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m  
 

LONDON (伦敦) Gatwick - LGW 

贵宾室 NO.1 GATWICK   

位置 北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到‘Airport Lounges’。通过一双层 

玻璃门，贵宾室位于正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并可能只限进入贵宾室之家庭使用范围 (Family 

Areas)。任何时间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食物和饮料由服务员提

供，另设自助餐和小餐馆菜单供选择。小餐馆菜单内的免费食品限每人一份，

随后食品需另收费。香槟和鸡尾酒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sm  l t 
国际电话服务需另收费。按要求提供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按情况提供收费 Travel Spa 服务， 开放时间为每日 06.00 – 20.00。 

按情况 Priority Pass 持卡者出示有效 Priority Pass 卡可与同行宾客享 Spa 

treatment 九折优惠，相关费用需直接交予贵宾室职员。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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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伦敦) Gatwick - LGW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位置 北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左转进入主离境区，遵循 ‘Lounge Pavilion’ 

标示，右转进入‘Lounge Pavilion’然后乘升降机往下到一楼层。贵宾室位于 

右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2.00  

每日及冬季的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可于航班起飞前 

3 小时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l  
  香槟及电脑上网需另收费。提供免费热食。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贵宾室 MY LOUNGE 

位置 北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左转进入主离境区，遵循 ‘Lounges’ 

标示，贵宾室位于‘Lounge Pavilion’ 内的左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儿童游乐区。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l   
贵宾室 NO.1 GATWICK   

位置 南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夹层楼的 ‘Frankie & Benny’s’  

餐厅侧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任何时间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食物和饮料由服务员提供，另设自

助餐和小餐馆菜单供选择。香槟及鸡尾酒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sm  l  

英国境外电话服务需另收费。按要求提供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 

受 London Gatwick 机场南航站重建工程所影响，贵宾室预计到访人客数量将

会增加，因此，可能因座位有限而周期性限制进入，特别是在每日早上 7 时至

中午 12 点期间。   

 

LONDON (伦敦) Heathrow - LHR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A3 贵宾室位于航站中转区旁的第 2A 航站 - The Queen's 

航站 (离境层) 4 楼层。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第 2 航站航班的离境或中转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

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及只限于啤酒和餐酒，随后及其他饮料需另收费。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

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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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伦敦) Heathrow - LHR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ARRIVALS) 

位置 第 2 航站。地侧–入境大堂 1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电话和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NO. 1 HEATHROW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走道朝 World Duty Free 左边并遵循标示 

‘Airport Lounges’和 13-22 登机区。贵宾室位于楼上，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可达。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2.3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并可能只限进入贵宾室之家庭使用范围 (Family 

Areas)。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食物和饮料由服务员提供，另设 

自助餐和小餐馆菜单供选择。小餐馆菜单内的免费食品限每人一份，随后 

食品需另收费。Travel Spa (每日 06.00 – 22.00 开放) 和设浴室的寝室按情况 

提供并需另收费和需直接付有关收费予贵宾室。 

设施提供 z m0 t 

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按情况提供。香槟酒、鸡尾酒和英国国外电话服务需另 

收费。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 

网站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贵宾室 SWISSPORT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 1-42 登机区到‘Airline Lounges’左

转。再左转并遵循标示往 1-22 登机区及‘Airline Lounges B-J’。再右转朝 12-24

登机区及‘Airline Lounges F1’。即左转见‘Lounge F’标示。沿走廊方向，右转

并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往上 1 楼层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45 – 22.15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着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免费提供热食。 

设施提供 z m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特别优惠: 每持卡者限携带 1 名宾客免

费，优惠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需受贵宾室有关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贵宾室 SKYTEAM LOUNGE 

位置 第 4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往主离境大厅，右转并遵循标示，Skyteam 贵

宾室位于 10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于每日 10:30 后提

供。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设有游戏机室和配有日间床的安静区域。Clarins 

Wellness 区域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商务区域。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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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伦敦) Heathrow - LHR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4 航站。空侧  -  1 楼 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30  

相关规定 只限第 4 离境航站/中转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

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m0 t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LONDON (伦敦) Luton - LTN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贵宾室位于 1 楼，‘Kurt Geige’及 ‘Benugo’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航班离境前 3 小时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脑上网服务需另收费。请注意: 由 2015 年 1 月 7 日起，贵室室内正进行改善

工程，为期约 3 个月。工程进行期间，贵宾室如常开放，但可能会有点嘈音及

暂时不设洗手间设施。 

   

LONDON (伦敦) Southend - SE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自动扶梯及通过玻璃门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0.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香槟需另收费，其他含酒精饮料及一般饮料免费。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LONDON (伦敦) Stansted - STN 

贵宾室 THE ESCAP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国际离境航站，夹层。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0.30  

相关规定 最久停留 3 小时。6 岁以下儿童不可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着短裤、无袖衬衣、球衣或带棒球帽者不

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LOS ANGELES (洛杉矶)  International - LAX 

贵宾室 AIR CANADA MAPLE LEAF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24 登机区上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1.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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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洛杉矶)  International - LAX 

贵宾室 THE VIRGIN AMERICA LOFT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登机区楼上。通过安全检查往主航站区。 

到达‘Food Court’后，沿‘Starbucks’右边的梯或乘‘Burger King’左边的升降机 

往上到 4 楼。按门铃后进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12 月 6 日、13 日、24 日和 31 日 : 贵宾室于 19.00 关闭 

相关规定 所有持卡者和同行宾客必须出示有效登机证并确实当日出境才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可能因年龄而限制进入，所有 18 岁以下人仕必须 

由成人陪同。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每位持卡者可能需出示

由政府机关发出有照片的身份证明。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需穿着有袖衬衣和 

鞋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ALASKA AIRLINES BOARD ROOM 

位置 第 6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夹层楼，位近 64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所有持卡者和同行宾客须出示当天有效登机证 

                        方可进入贵宾室。持卡者须年满 18 岁。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Tom Bradley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并遵循标示往‘所有登机区”。 

乘升降机或自动扶梯到离境区并左转。往前到免税店并遵循标示往‘KAL 

Lounge’。 乘升降机到 5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01.00  

营业时间依据大韩航空(KAL)国际航班时间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最多 2 位同行宾客。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t 

 
LOS CABOS (洛斯卡波斯)  International - SJD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8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l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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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CABOS (洛斯卡波斯)  International - SJD 

贵宾室 VIP LOUNGE GATE 4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4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关闭: 周二、周三及周五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l  

LUBECK (卢比克)  Airport - LBC 

贵宾室 AIRPORT LOUNGE 

位置 地侧 –  在安全检查及护照检查前。贵宾室位于右边主离境区出口的后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8.00  

营业时间依据航班时间及季节变更。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贵宾室内办理登机服务需另收费。 
 

LUBLIN (卢布林) Świdnik - LUZ 

贵宾室 BUSINES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离境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边 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2.00  

  关闭: 12 月 25 日和國定假期。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彧以上人仕。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 0 
 

LUGANO (卢加诺)  Agno - LUG 

贵宾室 E-AVIATION LOUNGE 

位置 VIP AVIATION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左边，主航站 30 米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0.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LUSAKA (卢萨卡)  International - LUN 

贵宾室 IAPCO CLUB LOUNGE 

位置 空侧 – 进入出境大堂，贵宾室就在正左方。 

营业时间 每日 营业时间依据国际航班时间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只限 1 位同行宾客。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98 

LUXEMBOURG (卢森堡) Findel International - LUX 

贵宾室 THE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贵宾室在安全检查区后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0.3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MACAU SAR (澳门特别行政区) International - MFM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安全检查及护照检查后转右，乘电梯往上一楼层， 

贵宾室在 5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02.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0 
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MADRID (马德里) Barajas - MAD 

贵宾室 SALA VIP CIBELES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往 2 楼。遵循往 'Sala VIP' 的标示。 

贵宾室位于右侧 B26 和 B29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设施提供 zm0t
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LA PUERTA DE ALCALA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近 D62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申根航班乘客使用。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 

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LA VIP PUERTA DEL SOL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办理登机区到 E69 登机区旁楼梯上 1 楼， 

即可到达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00.00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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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RID (马德里) Barajas - MAD 

贵宾室 BUSINESS CENTRE 

位置 第 4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办理登机手续柜台隔壁 (靠近 ‘Puente Aereo’)。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8.00 – 20.00  

关闭: 周六、日及国定假期 

相关规定 只限使用贵宾室 ，不包括商务及会议设施。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

可进入贵宾室。含酒精饮料限于啤酒及餐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t 
淋浴、商务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LA REVOLTOSA  

位置 第 4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AENA’ 展览室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岁以下儿童必须由

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AMNIOS LOUNGE 

位置 辅助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黄色区)。玻璃门有设标示往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岁以下儿童必须

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分设游戏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MALAGA (马拉格) Airport - AGP 

贵宾室 SALA VIP T3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沿楼梯或乘位于‘'Málaga Duty Free’后面

及右手边 D 登机区之升降机往顶楼便是贵宾室。因第 2 和第 3 航站是相通， 

故于第 2 航站离境之乘客亦可使用此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

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会议设施需预订及需另收费。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MALE (马里) International - MLE 

贵宾室 MOONIMAA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地侧 – 登机及安全检查前。贵宾室位于航站大楼外，航站 

大楼入口右边方向。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1 小时开放(约 05.30) 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00.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最久停留 2 小时。3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吸烟区。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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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MO (马尔默) Sturup - MMX 

贵宾室 EXPRESS LOUNGE 

位置 地侧 – 行李检查后，安全检查前，贵宾室位于左侧。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00 – 18.30 

关闭: 周六、周日及国定假期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MALTA (马耳他) International - MLA 

贵宾室 LA VALETTE CLUB  

位置 空侧 –通过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顶层主离境区，然后右转并遵循标示 

到贵宾室，贵宾室位于走廊尽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VIP LOUNGE (ARRIVALS) 

位置 空侧 – 在入境大堂，贵宾室位于行理领回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 

限于啤酒。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MANADO (泯挪都) Sam Ratulangi - MDC 

贵宾室 BUNAKEN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和办理登机后，乘自动扶梯往 2 楼。贵宾室 

位于前方约 30 公尺处。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6.30  

相关规定 含酒精饮料限于啤酒。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International - MAN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BY SERVISAIR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左转并沿楼梯到上层楼，右转，贵宾室 

位于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1.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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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曼彻斯特) International - MAN 

贵宾室 THE ESCAP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及免税区，遵循标示‘Executive Lounges’  

往走廊，经过‘Dixons’并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到商务贵贵室楼层往贵实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3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6 岁以下儿童进入。 

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着 

短裤、无袖衬衣、球衣或带棒球帽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食物和饮料由服务员提供，另设自助餐和小餐馆菜单供选择。小餐馆菜单内 

的免费食品限每人一份，随后食品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sm  l  
精选菜单内所有食品和饮料需另收费。电话设备需另收费。会议设施需预订 

及需另收费。请致电+441614892359 预订该设施。 

贵宾室 THE ESCAP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及免税区后，左转并通过‘The Real Food 

Company’ 往 208 登机区对面之楼梯。沿楼梯往上到贵宾室。亦可乘 209 

登机区对面之升降机达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三及周五至周日 05.00 – 19.00  

                     周四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6 岁以下儿童进入。 

                     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着 

                     短裤、无袖衬衣、球衣或带棒球帽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电话及传真设备需另收费。受第 2 航站旺季影响，貴賓室預計到訪人客數量将

于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有所增加，因此，贵宾室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週期

性限制進入，特別是在每日早上 6.30 至 10.30 期间。 

贵宾室 THE SWISSPORT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左转走楼梯(靠近‘Europa’ 咖啡厅)上 

一层楼。穿过双层门，贵宾室在正右方。 

营业时间 周一 04.00 – 20.00  

 周二、周四至周五 04.00 – 18.30 

 周三 04.00 – 16.00 

周六 04.00 – 17.30 

 周日 04.00 – 17.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受第 2 航站旺季影响，貴賓室預計到訪人客數量将于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

间有所增加，因此，贵宾室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週期性限制進入，特別是在每日

早上 6.30 至 10.30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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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曼彻斯特) International - MAN 

贵宾室 THE ESCAPE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区右转朝商店方向。左转，通过‘Dixons’， 

乘升降机或沿左边楼梯往 3 楼。贵宾室在 Duty Free Shops 前，‘BA Executive 

Lounge’ 旁。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4.15 – 20.30  

周六 04.15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于第 3 航站离境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 6 岁以下 

儿童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穿着短裤、无袖衬衣、球衣或带棒球帽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MANGSHI (芒市) Dehong - LUM 

贵宾室 BEST BUSINESS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遵循标示到‘Best Business VIP Lounge’。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航班国际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0
                        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MANILA (马尼拉) 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 MNL 

贵宾室 MIASCOR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及免税商店后，贵宾室位于右边或 3 楼 West 

Satellite，9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于每日 

15.00 - 00.00 开放。 

设施提供  z 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和传真服务。 

贵宾室 PAGSTOP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 – 东大堂，位近 2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PACIFIC CLUB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国际离境区，4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1.30 – 21.3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0t  
  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或以上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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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LA (马尼拉) 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 MNL 

贵宾室 SKY VIEW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国际离境区，在 115 登机区旁乘自

动扶梯往 4 楼 “航空公司贵宾室(Airline Lounges)'。贵宾室位于右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

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祷告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t  
  只提供本地电话设施。 

 
MANIZALES (马尼萨雷斯) La Nubia - MZL 

贵宾室 AVIANCA SALA ELITE 

位置 地侧 – 在‘AVIANCA’ 票务柜台隔壁。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6.00 – 17.30  

周日 08.30 – 17.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APUTO (马普托) International - MPM 

贵宾室 CIP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和护照检查后，,左转至第一通道再左转至尽头。 

遵循标示往位于主离境大堂第 3 登机区对面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10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内附设办理登机设施但需另收费。长途电话服务亦需另收费。 
 

 

MARACAIBO (马拉可波) La Chinita International - MAR 

贵宾室 PREMIER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到票务柜台的尽头，在后方有一走道。沿走道到尽头左转 

进入‘Finger’ 登机区。贵宾室在安全检查前的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

或截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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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AKECH (馬拉喀什裡亞德) Mènara International - RAK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DEPARTUR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1 楼安全及护照检查后。遵循标示往近 1 和 2 登机区的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

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ARRIVALS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1 楼主入境大厅。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

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 0 
 
MARSEILLE-MARIGNANE (马赛) Provence - MRS 

贵宾室          CEZANNE LOUNGE 

位置 第 1 大堂。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位于 1 楼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依航班时间开放。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应通过安全检查并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到地侧的 1 号入境 

大堂机场询问柜台登记，并表明自己为持卡人。服务人员才提供条形码

(barcode)以进入贵宾室。只限国际航班乘客。最久可停留 4 小时。每成人可携

一名 

2-12 岁儿童免费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LUBERON LOUNGE 

位置 第 3 大堂。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位往于 1 楼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依航班时间开放。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应通过安全检查并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到地侧的 1 号入境 

大堂机场询问柜台登记，并表明自己为持卡人。服务人员才提供磁带卡 

以进入贵宾室。 

只限申根区及国内航班乘客。最久可停留 4 小时。每成人可携一名 2-12 岁儿

童免费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于第 2、第 3 和第 4 大堂离境及申根航班乘客亦可使用此贵宾室，但需预留 

充裕时间往登机区。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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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IN (马图林) Gral. Jose Tadeo Monagas - MUN 

贵宾室 PREMIER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在右边登机区区的尽头。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

或截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MAURITIUS (毛里求斯) Sir Seewoosagur Ramgoolam Int’l - MRU 
 

贵宾室 AMÉ DÉ E MAINGARD LOUNGE 

位置 新航站大楼。空侧 – 安全检查后。通过 MDFP 免税店，右转。贵宾室位于 

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持卡者限携带 2 名儿童。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SALON NENUPHAR 

位置 新航站大楼。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向左转，在 19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设施。



MAZATLÁ N (马萨特兰) Rafael Buelna International - MZT 

贵宾室 OMA PREMIER CLUB 

位置 地侧–登机区内乘自动扶梯往上层，左转前往国内航站 6-10 登机区。贵宾室

位于 Carl's Jr 餐厅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9.00 

相关规定 10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0 

MEDELLIN (Rionegro) (美得林 - 内格罗) Jose Maria Cordova - MDE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往前直行至自动扶梯前，贵宾室在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3.00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含酒精饮料于每日 16:00 开始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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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DA (梅里達)  M. Crescencio Rejón International - MID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地侧 – 沿楼梯往上至登机区，安全检查前，贵宾室位于左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餐酒及啤

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MEXICO CITY (墨西哥市) Benito Juarez International - MEX 

贵宾室 AVIANCA OPERATED BY GLOBAL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经过 J 入口及免税商店，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3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0.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第 1 航站)。每成人可携一名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贵宾室 AEROMEXICO – SALON PREMIER CIUDAD DE MEXICO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乘自动扶梯或升降机往夹层楼到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2.0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使用水疗室需另收费。 

贵宾室 GRAND LOUNGE ELITE  

位置 1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经过 G 入口右转穿过免税店长廊，乘自动扶梯往

下到 H 登机区，再直行约 15 公尺，贵宾室位于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须配合适

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t   
贵宾室 AEROMEXICO – SALON PREMIER CIUDAD DE MEXICO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右转，乘自动扶梯或升降机往 3 楼 

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0.0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使用水疗室需另收费。  
 
 
 
 
 
 
 
 
 



 107 

MIAMI (迈阿密) International - MIA 

贵宾室 CLUB AMERICA  

位置  F 大厅。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位于 3 楼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供应予 21 岁或以上乘客。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淋浴设施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VIP LOUNGE MIAMI  

位置  J 大厅南翼。空侧 – 于主离境等候大堂，贵宾室位近 J5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15.00 期间限制进入 

 持卡者于上述时间以外不能进入贵宾室。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每持卡者限 1 位同行宾客。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含酒精

饮料只供应予 21 岁或以上乘客。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短裤或凉鞋者恕不获

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0 t   
 

MILAN (米兰)  Bergamo Orio Al Serio - BGY 

贵宾室 GATE VIP LOUNGE SACBO 

位置 空侧 – 在 1 楼的主购物区内。遵循标示往位近吸烟平台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1 岁和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可为只携手提行李的旅客提供协办登机服务。 

贵宾室 LANDSIDE VIP LOUNGE 

位置 地侧 – 安全检查前，票务柜台对面。贵宾室位于新购物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1 岁和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相关费用需直接交予贵宾室售票处职员。 

免费提供协办登机服务。 
 

MILAN (米兰)  Linate -  LIN 

贵宾室 CLUB S.E.A. – SALA LEONARDO  

位置            空侧 – 通过免税商店前面的安全检查。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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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AN (米兰)  Linate -  LIN 

贵宾室 CLUB S.E.A. – SALA PIRANESI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 AB 离境区内(ALITALIA 办理登机区)，通过首入口的右侧。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00 – 21.30 / 周六至周日及国定假期 06.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内提供协办登机服务只限意大利航空(Alitalia)航班乘客。  

 

MILAN (米兰) Malpensa - MXP 

贵宾室 CLUB S.E.A. – SALA MONTEVERDI 

位置 第 1 航站 – Malpensa West。空侧 – 南辅助机场，出境等候区 (申根区)， 

在 A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3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线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CLUB S.E.A. – SALA PERGOLESI 

位置 第 1 航站 – Malpensa West。空侧 – 中央辅助机场，出境等候区 (非申根

区)，在 B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线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CLUB S.E.A. – SALA RESPIGHI 

位置 第 1 航站 – Malpensa West。地侧 – 到 2 楼。贵宾室位于出境区内右侧， 

办理登机柜台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内提供协办登机服务只限意大利航空(Alitalia)航班乘客。 

 

MINATITLAN (米納蒂特蘭) International - MTT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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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BASA (蒙巴萨)  Moi International - MBA  

贵宾室 SAFARI COMFORT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经过办理登机柜台，乘升降机或自动扶梯到 1 楼。通过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左转并遵循标示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国内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约 05.30)，并于最后航班 

起飞后关闭 (约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每持卡者最多 4 位同行宾客。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分吸烟区/非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FARI VIP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经过办理登机柜台，乘升降机或自动扶梯到 1 楼。通过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右转并沿着标示到贵宾室。乘客可沿咖啡室旁之 

楼梯往贵宾室; 但此只限国际航班乘客通往。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航班国际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约 05.00)，并于最后航班起飞

后关闭 (约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每持卡者最多 4 位同行宾客。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s 
 

MONASTIR (莫纳斯提尔) Habib Bourguiba International - MIR 

贵宾室 PRIMECLASS CIP LOUNGE 

位置 离境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登机范围，12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祷告室。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0  
电话、传真和打印服务需另收费。  

 

MONTEGO BAY（蒙特哥湾) Sangster International - MBJ 

贵宾室 CLUB MOBAY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于主出境大堂办理安全检查后，往夹层楼，乘位于 

9 和 13 号登机区之间升降机并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0 t 
分设儿童游戏室。水疗设施(Spa)、国内及国外电话服务和传真设施需另 

收费。  

Priority Pass 持卡者持有效 Priority Pass 卡及出示当天有效登机证， 

可与同行宾客免费使用位于离境航站 1 楼安全检查内的 Fast Track 服务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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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GO BAY（蒙特哥湾) Sangster International - MBJ 

贵宾室 CLUB MOBAY ARRIVALS LOUNGE 

位置 国际/入境大堂。空侧 – 通过海关检查往前方。贵宾室位于‘Global Exchange 

Cambio’对面和‘Thrifty Car Renetal Desk’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0  
 

MONTERREY（蒙特理) Mariano Escobedo International - MTY 

贵宾室 OMA PREMIUM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上并右转。沿另一自动扶梯往下向

12 登机区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5.00 – 23.00 

  周六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10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 0 
贵宾室 AEROMEXICO – SALON PREMIER 

位置 B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B10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0  
 
MONTREAL ( 蒙特利尔)  Pierre Elliot Trudeau Dorval - YUL 

贵宾室 NATIONAL BANK WORLD MASTERCARD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贵宾室位于 52 和 53 登机区之间，在免税

机场商店旁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开放予 Intercontinental 乘客使用。Canadian 航空乘客和前往美国乘客恕不

获招待。最久停留 3 小时。每持卡者最多 7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MOSCOW (莫斯科) Domodedovo - DME 

贵宾室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可经 Sector A 或 Sector B 往贵宾室。 

经 Sector A (2 楼): 通过安全及护照检查，贵宾室位于左边。 

经 Sector B (2 楼): 通过安全检查、护照检查和免税店，贵宾室位于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分设游戏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t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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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 (莫斯科) Domodedovo - DME 

贵宾室 S7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由 Sector A 或 Sector B 前往，经过安全及护照检查。 

经 Sector A (2 楼)：往前直行。 

经 Sector B： 往前直行，在左边乘自动扶梯往上到 Sector A。右转，贵宾室

位在 Vienna Café 及 Avialine Shop 旁。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每日 10.00 – 14.00 不开放予 Priority Pass 持卡者)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1 樽本地啤酒，随后及

其他含酒饮料需另收费。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 m l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登机和第二安全检查后，可经 Sector C 往贵宾室。 

通过商店和餐厅，乘自动扶梯到 2 楼，右转，贵宾室位近游戏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分设游戏室。免费使用按摩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t 
 

MOSCOW (莫斯科) Sheremetyevo - SVO 

贵宾室 COMFORT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及第二安全检查后，往前方，贵宾室位于右边， 

37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1 樽本地啤酒，随后及其他含酒饮料需另收费。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现关闭进行改善工程至 2015 年 5 月。乘客可使用位于 F 航站 3 楼 

的  Zvezdniy 贵宾室。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C 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及护照检查后，往 4 楼。贵宾室位于‘VIP Lounge’ 

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可免费使用按摩椅。  

贵宾室 BLUES BUSINESS LOUNGE 

位置 D 航站。空侧 – 海关及护照检查后，乘升降机往 4 楼，贵宾室位于右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4 小时。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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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 (莫斯科) Sheremetyevo - SVO 

贵宾室 JAZZ BUSINESS LOUNGE 

位置 D 航站。空侧 – 海关及护照检查后，乘升降机往 4 楼，贵宾室位于左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t  
贵宾室 CLASSICA BUSINESS  LOUNGE 

位置 D 航站。空侧 – 海关及护照检查后，乘升降机往 4 楼，16-17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0.00 – 15.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t 
 

贵宾室 GALAXY LOUNGE 

位置 E 航站。空侧 – 护照及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近 2 楼 39 登机区。 

可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游戏室、婴儿室及 

吸烟间。 

设施提供 s m  l t  

  只提供国内电话服务。会议设施需视乎情况提供并需另收费。 

贵宾室 AMBER LOUNGE 

位置 F 航站。空侧 – 通过在转机区的海关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Irish Bar’  

附近及 11 登机区对面。 

乘客从 D 航站往此贵宾室需预大约 15 分钟返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5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  l 

  只提供国内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CLASSIC LOUNGE 

位置 F 航站。空侧 – 护照及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近 2 楼 42 登机区。 

可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往贵宾室。 

乘客从 D 航站往此贵宾室需预大约 15 分钟返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游戏室、婴儿室及 

吸烟间。 

设施提供 s m  l t  

  只提供国内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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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 (莫斯科) Vnukovo International - VKO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位置 A 航站。地侧–先经过 2 楼办理登机手续，再乘升降机往 3 楼及遵循标示到

'VIP/CIP Lounges'，并于贵宾室内办理护照和海关检查。 

请注意: 需预留最少 5-10 分钟由贵宾往返该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MUMBAI (孟买) Chattrapathi Shivaji International - BOM 

贵宾室 LOYALTY LOUNGE 

位置 国际 2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3 楼，85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只供本地电话服务。Wi-fi 无线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CARNATIONS LOUNGE 

位置 国内 1C 航站。空侧 – 1 楼，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旁和 A2 登机区对面。 

贵宾室同时开放予从国内 1A 航站登机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l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MUNICH (慕尼黑) Franz-Josef Strauss - MUC 

贵宾室 ATLANTIC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C 离境区，3 楼。乘位于 4 楼 C 离境大厅内升降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乘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EUROPA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申根区) – D 大楼，5 楼。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到转机通道， 

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0.45  

相关规定 只限乘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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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ŰNSTER – OSNABRŰCK (明斯特– 欧斯那布格) International - FMO  

贵宾室 RELAX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之后大约在 20 公尺处左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5.00 – 20.00  

周日 05.00 – 20.45  

关闭: 12 月 25 日及复活节 

相关规定 禁止 2 岁以下儿童进入。每持卡者只限 1 位同行宾客。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MUSCAT (马斯喀特)   International - MCT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ERNATIONAL DEPARTURES) 

位置 国际离境区。空侧 – 国际离境区。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10 登机区

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设施。含酒精饮料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ERNATIONAL ARRIVALS) 

位置 国际入境区。空侧–贵宾室位于入境检查前，邻近签证柜台。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及国内入境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 

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l t  
  只提供本地电话和传真服务。 

 
MWANZA (蒙莎) Airport - MWZ  

贵宾室 AURIC AIR SERVICES DEPARTURE LOUNGE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入境大堂外面，右侧，‘Coastal’ 旅游办事处对面。 

遵循标示往‘Auric Air Services’。 

营业时间 每日 08.30 – 18.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贵宾室现关闭进行改善工程至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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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I (纳迪) International - NAN 

贵宾室 TABUA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位于地面的 Duty Free 商店，在前往离境楼层的 

自动扶梯左手边。 

营业时间 周一 05.00 – 13.00 及 15.10 – 21.10  

周二 04.00 – 13.30 及 15.10 – 23.30 

周三 03.00 – 08.30、11.00 – 14.00 及 15.00 – 21.20 

周四 04.00 – 13.30 及 14.10 – 21.30 

周五 05.00 – 13.25 及 15.10 – 21.20  

周六 04.00 – 13.00 及 15.10 – 23.30 

周日 04.00 – 13.25 及 15.10 – 21.10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NAGOYA (名古屋) Central Japan International - NGO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 3 楼出境检查后，再乘左边自动扶梯到 2 楼。 

遵循标示前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 12.00 及 13.00 – 16.00 

相关规定 最多 2 位同行宾客。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设施提供 m l 

  跨境/国际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STAR ALLIANCE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在 3 楼出入境检查后右转，再乘左边升降机到 2 楼。 

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7.30  

相关规定 贵宾室头等区(‘First Class section’) 不开放予 Priority Pass 持卡人。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l 
 

NANCHANG (南昌) Changbei International - KH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大堂右边。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1.5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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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HANG (南昌) Changbei International - KH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大堂左边。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1.5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请注意：此贵宾室已加入本计划，并将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起接待 Priority 

Pass 持卡人。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大堂左边。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1.5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NANJING (南京) Lukou International - NKG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41 - 44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本地电话服务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DOMESTIC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在离境大堂的尽头，12 登机区旁 。亦可

从地侧的 B17-B19 登机柜台前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前 1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前 40 分钟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V7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出入境管理和安全检查后转左，向前直行约 20 米，在

左边乘升降机往上层。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NANNING (南宁) Wuxu International - NNG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出入境管理和安全检查后，朝免税店方向行约 25 米便是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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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NING (南宁) Wuxu International - NNG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 A 登机柜台(Check-in counter A)后面，

‘Starbucks’ 咖啡店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1 楼，转左并向前行约 70 米，机场餐厅

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内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1 楼，转左并向前行约 70 米，机场餐厅

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内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1 楼，转左并向前行约 70 米，机场餐厅

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 

相关规定 只内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 E 登机柜台的安全检查点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 

相关规定 只内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传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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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SAU (拿骚) Lynden Pindling International - NAS 

贵宾室 GRAYCLIFF DIVANS 

位置 美国离境航站。空侧 – 护照及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航站后方，距洗手间 

约 10 米。 

营业时间 周五至周一 06.00 – 19.00  

周二至周四 07.00 – 19.00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只限美国离境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非吸烟区。免费饮料限每成人 1 杯。每成人获发 1 张价值 USD20 贵宾室 

饮食劵， 随后消费需由到访者支付。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l  
 
NEWCASTLE (纽卡素) International - NCL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在 2 楼安全检查，左转并通过免税店。乘‘Dixons’商店侧的自动扶

梯往下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 04.30 – 20.00 / 周五及周日 04.00 – 20.00 

  周六 04.30 – 18.00 

 贵宾室关闭时间会依据每日最后航班起飞时间而变更。贵宾室关闭前半小时关

门。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贵宾室关闭前半小时不可进入。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脑上网及商务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在冬季期间可能关闭或更改营业时间。请于到访前浏览本公司网站 

有关最新圣诞节/新年期间开放时间。 
 

NEW DELHI (新德里)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 DEL 

贵宾室 ITC – WELCOM GROUP GREEN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 航站。空侧 – 遵循标示往‘A’大厅，乘自动扶梯往 3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不含酒精饮料限每人两杯，随后需另收费 。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含酒精饮料、本地电话服务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 航站。空侧 – 主离境大厅内，遵循标示往‘B’大厅右转，于‘Guardian’ 

药房后乘升降机往 4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会议设施需预留并 

需另收费。请致电+85239601300 预留有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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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LHI (新德里)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 DEL 

贵宾室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 航站。空侧 – 3 楼主离境大厅内。遵循标示往‘A’大厅并乘自动扶梯 

往上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 。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ERNATIONAL ARRIVALS) 

位置 国际第 3 航站。地侧 – 入境大堂，贵宾室位于 6 登机区出口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

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t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DEPARTURES) 

位置 国内离境第 1D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夹层楼的左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 。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免费 45 分钟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随后使用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DEPARTURES LANDSIDE) 

位置 国内离境第 1D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区前，自动扶梯旁。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

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t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第 3 航站。空侧 – 于 G/F 登机区遵循标示往‘A’大厅，乘位于右边 

自动扶梯往下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 。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ARRIVALS) 

位置 国内离境第 3 航站。地侧 – 入境大堂，贵宾室位近 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

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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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QUAY (紐基) Cornwall - NQY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东翼。遵循标示往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2.00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到地侧，往位近 1 号登机柜台的询问 

柜台(‘Information Desk’)，并表明自己为持卡人。服务人员才提供门外密码 

以便进入贵宾室。 

 每位持卡者只限 1 位同行宾客。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NEW YORK (纽约)  J.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 JFK 

贵宾室 KAL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手边，穿过 3 登机区。使用乘客

必须持有 1 号航站运作之航空公司提供的有效登机证。   

营业时间 每日 14.00 – 20.3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多 2 位同行宾客。可能因座位有限只准许己办理登机的乘客进入。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跨境/国际电话和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smlt 
贵宾室 WINGTIPS LOUNGE 

位置 第 4 航站。空侧 -  通过 TSA/安全检查站后，转右并向前行约 100 米，贵宾室
在左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17.00 – 01.00，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每持卡者只限 6 位同行宾客。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须穿着鞋和衬衣方可进入贵宾室，带棒球棒帽者恕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传真和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NEW YORK (纽约) La Guardia International - LGA 

贵宾室 AIR CANADA MAPLE LEAF LOUNGE 

位置 中央航站大楼。地侧 – 安全检查前，A 大厅，3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15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离境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持卡者须年满 21 岁。含酒

精饮料每日 11:00 后提供。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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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纽约)  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 EWR 

贵宾室 ART & LOUNGE 

位置 B 大厅。地侧 – 贵宾室位于登机层。B2 和 B3 之间安全检查前或 50 和 60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周日、周一及周三至周五 09.00 – 22.00  

周二 09.00 – 20.00 

周六 13.00 – 00.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NICE (尼斯) Côte d’Azur - NCE 

贵宾室 SALON RIVIERA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到 1 楼，贵宾室位于 

主离境区的右边。 

营业时间 周一及周五 05.15 – 22.45 

   周二至周四 05.15 – 21.50   

   周六 05.15 –23.20 /  周日 05.15 – 22.35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T1)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SALON AZUR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楼梯到 2 楼，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区左边。 

营业时间 周一及周五 05.15 –22.45 

   周二及周四 05.15 – 21.45 

  周三 05.15 –21.55 

   周六 05.15 – 21.50 

                      周日 05.15 – 22.35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T1)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贵宾室 SALON DU CAP D’ANTIBES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往 1 楼国际区。贵宾室位于右侧 ‘Bar du 

Monde’ 之后。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 08.00 – 21.55  

 周五 08.00 – 23.40 

周六 08.00 – 21.20 

周日 05.20 – 23.4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T2)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SALON DU CAP FERRAT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在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边近 ‘Saveurs de Provence’

店。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及周五 05.10 – 21.55 

周二、周四及周日 05.10 – 21.45 

周六 05.10 – 21.1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T2)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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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SIA (尼科西亚) Ercan International - ECN 

贵宾室 BOSPHORE CIP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2 楼的护照检查后，经过免税店，贵宾室位于左边约 50

米。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NINGBO (宁波) Lishe International - NGB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往离境大堂西边方向走至 

尽头，贵宾室靠近 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由首班航机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至最后航班于 1 登机区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和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4 登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于 4 登机区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和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5 登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于 5 登机区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和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6 登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于 6 登机区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和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8 登机区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于 8 登机区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123 

NINGBO (宁波) Lishe International - NGB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和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9-12 登机区侧。 

营业时间 由首班航机抵达前 90 分钟开放至最后航班于 9-12 登机区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多 2 位同行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NORWICH (挪维兹) International - NWI 

贵宾室 MULTIYORK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进入主离境区。贵宾室位于右边靠近窗口旁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任何时间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提供离境航班广播。              

 

NOTTINGHAM (诺丁汉) East Midlands - EMA 

贵宾室 THE ESCAPE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及免税区后，17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4.00 – 22.00  

 周六 04.00 – 18.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精选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任何时间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短裤、无袖衬衣、球

衣及带棒球帽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NUREMBERG (纽伦堡) Nuremberg - NUE  

贵宾室 NORIS SKY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必须先于询问柜台登记，询问处位于

公众大厅，离境第 2 航站安全检查前，邻近’Lufthansa’票务柜台。贵宾室位于

空侧，地面 A09 登机区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只限 1 位同行宾客。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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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RID (奥赫里德) St. Paul The Apostle - OHD 

贵宾室 PRIMECLASS CIP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后，通过 1 和 2 登机区往出境及和护照检查。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边。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第一班航班起飞前一小时开始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 

关闭 。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ORANJESTAD (橘城) Reina Beatrix International - AUA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遵循指示往 2 登机区。通过海关后右转，并于下一个 

转角左转及循指示往国际离境登机区。经过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或升降机 

住 1 楼，然后左转前往 2 登机区。左方的指示板标志 ‘International VIP 

Lounge’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11.00 – 19.00 

  周六: 贵宾室只接待前往美国的旅客。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遵循指示往 8 登机区，并依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08.00 及 11.00 – 17.00 

相关规定 贵宾室只接待前往美国的旅客。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ORLANDO (奥兰多市) Sanford - SFB  

贵宾室 THE ROYAL PALM LOUNG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国际离境厅，‘Budweiser Tap Room’附近。 

营业时间 贵宾室只在有国际离境航班当天开放。由首班航机起飞前 4 小时(或约早上

10:0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或约晚上 23:00) 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OSAKA (大阪) Kansai International - KIX  

贵宾室 KAL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北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 3 楼的客运大楼，海关、出境和 检疫范围外。 

(在 4 楼 KAL 办理登机柜台区之下) 。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三 07.00 – 19.05  

周四至周日 07.00 – 19.05 及 20.10 – 21.30  

营业时间可能依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多 2 位同行宾客。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跨境/国际电话和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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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RAVA (俄斯特拉发  ) Leos Janacek - OSR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离境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 1 楼。贵宾室在左手边(遵循标

示)。 

营业时间 每日营业时间依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10 岁以下儿童不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l 

 

PALANGKA RAYA (帕朗卡拉亚) Tjilik Riwut - PKY 

贵宾室 ISEN MULANG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在安全检查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VIP Pemda 

Building’ 内。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16: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6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设祷告室及分设吸烟区。 

贵宾室内设协办登机服务。 

设施提供 m  t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PALEMBANG (巴伦港) Sultan Mahmud Badaruddin II - PLM 

贵宾室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安全检查后，位于国内航班离境大堂，遵循标示往 ‘Executive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8.15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设施提供      


PALERMO (巴勒莫) Falcone Borsellino - PMO 

贵宾室 GESAP VIP LOUNGE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 在 A 离境区办理登机柜台的隔壁。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PALMA DE MALLORCA (巴拉玛马洛卡) Airport - PMI 

贵宾室 SALA VIP FORMENTOR 

位置 空侧 – 办理登机后，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右侧 (D 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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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A DE MALLORCA (巴拉玛马洛卡) Airport - PMI 

贵宾室 SALA VIP VALLDEMOSSA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乘自动扶梯往下层。贵宾室位于登机区内，B 航站 

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PANAMA (巴拿马) Tocumen International - PTY 

贵宾室 TOCUMEN ROYAL SALOON 

位置 地侧 – 乘自动扶梯往第 3 层。贵宾室位于右侧，‘Irene’s Boutique’隔壁。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每人限 3 杯免费含酒精饮料。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PAPEETE (帕皮提) Faa’a International - PPT  

贵宾室 SALON MANUHIRI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国际登机区楼上。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150 分钟开始开放，并于最后航班 

起飞后 60 分钟关闭。航班时间不包括 Hawaiian 及 Lan Airlines.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PAPHOS (帕福斯) International - PFO  

贵宾室 PREMIUM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7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第一班航班起飞前三小时开始开放 (约 06.00)，并于最后航班 

起飞后关闭 (约 00.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PARIS (巴黎) Charles de Gaulle - CDG 

贵宾室 ICAR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国际航班区，海关后。来往申根区国家乘客必须先往位于 

第 1 航站离境层 ’Alyzia’ 票务处索取 ‘Icare Lounge’ 邀请咭，才可通过海关进

入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30 

相关规定 此贵宾室位于免税区内及只限持邀请咭者使用。遵循标示往‘Icare Lounge’  

贵宾室。于第 2 航站离境的乘客可通过 Shuttle Link 进入贵宾室，但必须预留 

最少 30 分钟往登机区。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m0 
  可要求提供航班资料。  



 127 

PARIS (巴黎) Charles de Gaulle - CDG 

贵宾室 AIR CANADA MAPLE LEAF LOUNGE 

位置 第 2A 航站。空侧 – 位于右边的护照检查后，通过 A39 登机区往 A37 登机区 

附近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 13.3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PARIS (巴黎) Orly - ORY 

贵宾室 ICARE LOUNGE 

位置 南航站。空侧 – 1 楼国际离境区(日内瓦除外的非申根)，警察和海关后。 

往 F 及 G 大堂方向，贵宾室位于 G 大堂的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及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日内瓦除外)。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PEKANBARU (北干巴鲁) Sultan Syarif Kasim II - PKU 

贵宾室 MARIGOLD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和乘升降机往下到贵宾室。 

 乘客亦可从地面入境大堂地侧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19.00 

相关规定 4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提供免费办理登机服务。分设祷告室。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mt 
会议设施需预订和需另收费。请注意：贵宾室临时关闭至另行通知，请留意本

公司网站最新信息。如有任何不便请见谅。 

   

PENANG (槟城) International - PEN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夹楼层的国际离境大堂。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的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

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含酒精饮料、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国内离境登机区，安全检查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电话和传真服务及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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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IRA (巴瑞拉) Matecaña - PEI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地侧 – 在 2 楼。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登机区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每日由

16:00 开始提供。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PHOENIX (凤凰城)     Sky Harbor International - PHX 

贵宾室 THE CLUB AT PHX 

位置 第 4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N4 大厅尽头(B15-B28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15.30  

相关规定 只限由第 4 航站到达或出境的国际或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l 
 

PHUKET (布吉) International - HKT 

贵宾室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7 登机区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0.00 

相关规定 此贵宾室只开放予乘国际航班的乘客。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 

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免费肩颈按摩/脚部按摩机和 

免费使用 iPad。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l 

 含酒精饮料、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请注意: 贵室室内正进行改善工程至

2015 年 6 月尾。工程进行期间，贵宾室如常开放，但会将不便减至最低。如

有任何不便请见谅。 

贵宾室 LUX – THE LUXURY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4 登机区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使用按摩椅和 iPad。提供

免费啤酒；餐酒和烈酒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l 

 只提供国内电话和传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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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比萨) Galileo Galilei International - PSA 

贵宾室 GALILEI VIP LOUNGE 

位置            空側 – 通過安全檢查，貴賓室位於離境區 1 樓。 

营业时间 (冬令时间) 每日 06.00 – 21.00  

(夏令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贵宾室或会于航班离境前 40 分钟关闭。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只限 1 位同行宾客。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Wi-fi 无线上网需另收费。会议设施需预订及需另收费。 

请致电: +39050849224 预订。 

 

PIURA (皮鸟拉) Airport - PIU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登机区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烈酒、本地啤酒、餐酒及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设航班离境公告。
 

PONTA DELGADA (蓬塔德尔加达) Joäo Paulo II - PDL 

贵宾室 SATA PLUS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遵循指示往‘SATA PLUS’，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区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PONTIANAK (朋蒂南卡) Supadio - PNK 

贵宾室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离境大厅 1 楼。安全检查后，遵循指示往 ‘Executive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8.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PORLAMAR (波拉馬) General Santiago Marino International - PMV 

贵宾室 PREMIER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正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

或截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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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LAND (波特兰)  International - PDX 

贵宾室 ALASKA AIRLINES BOARD ROOM 

位置 C 大厅。空侧 – 贵宾室位于 C5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所有持卡者和同行宾客须出示当天有效登机证 

                        方可进入贵宾室。持卡者须年满 18 岁。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PORT ELIZABETH  (伊莉莎伯港) Airport - PLZ 

贵宾室 BIDVEST PREMIER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并遵循标示到位于 1 楼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00 – 21.00  

周六 06.00 – 18.00 

周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PORTO (波多) Francisco Sa Carneiro International - OPO 

贵宾室 AIRPORT LOUNGE 

位置 空侧 – 在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厅。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相关规定 1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PORT OF SPAIN (西班牙港) Piarco International - POS 

贵宾室 V.I.P. FLYERS’ CLUB 

位置 空侧 – 通过地面免税区后，在安全检查右侧沿楼梯往上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每人限 2 杯免费含酒精饮料。 

设施提供 
 

PORT VILA (维拉港)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 VLI 

贵宾室 HARRY BAUER CLUB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往离境大堂，遵循标示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 05.00 – 21.00 / 周二 06.00 – 17.00  

周三及周四 05.00 – 17.00 / 周五 05.00 – 20.00  

周六 05.00 – 16.00 / 周日 05.00 – 18.30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6 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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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ZNAN (波兹南) Lawica - POZ 

贵宾室 BUSINES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申根区。通过安全检查，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右边。 

此贵宾室亦开放予非申根区乘客，但乘客使用贵宾室后需通过护照检查才 

可达非申根区。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每日第一班国际航班离境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行宾客。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0 
 
PRAGUE (布拉格) Ruzyne - PRG 

贵宾室 MASTERCARD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在办理登机和护照检查后，沿位于左侧的自动扶梯到 

1 楼，并遵循标示往 ‘Crystal Lounge’。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3.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可要求提供航班资料。 

贵宾室 MENZIES AVATION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和护照检查后，左转并乘自动扶梯到 2 楼， 

贵宾室位于正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9.0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

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者不获招待)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Wi-fi 无线上网服务、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ERSTE PREMIER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及安全管制后，转右并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往 

3 楼贵宾室位于正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MENZIES AVATION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和护照检查后，右转并乘升降机到 3 楼，贵宾室 

位于正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9.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

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者不获招待)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Wi-fi 无线上网服务、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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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ALLPA (普卡拍) International - PCL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登机区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13.30 及 15.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烈酒、本地啤酒、餐酒及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设航班离境公告。 

 
PUERTO MALDONADO (马尔多纳多港) Padre Aldamiz - PEM 

贵宾室 MANU VIP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离境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17.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PUERTO MONTT (蒙特港) El Tepual - PMC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2 楼。在安全检查后，往前走，贵宾室在 4 号登机 

‘Rumbo Sur’商店之后。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6.30 – 22.30  

周日 08.00 – 20.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0 
 
PUERTO ORDAZ (奥达斯港)  Gral. M. C. Piar International – PZO 

贵宾室 PREMIER CLUB 

位置 空侧 – 往上层，贵宾室位于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着短裤

或短牛仔裤者不获招待)。乘客不可携食品、行李车和婴儿车进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PUERTO PLATA (布尔达布拉达)   Gregorio Luperón International - POP 

贵宾室 SALON AMBAR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在候机大堂自动扶梯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22.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着拖鞋、短裤或无袖衬衣者 

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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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ERTO PLATA (布尔达布拉达)   Gregorio Luperón International - POP 

贵宾室 VICTORIAN ROOM 

位置 空侧 – 在 1 楼入境大堂的入境及海关前。贵宾室位于入境通道的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22.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着拖鞋、短裤或无袖衬衣者 

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PUERTO VALLARTA (巴亚尔塔港)  Airport – PVR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贵宾室于 Food Court 之后，连接国际离境区之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19.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PUNE (浦那)  International - PNQ 

贵宾室 PORT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 1 楼往贵宾室。亦可由地侧，安全检

查区前，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周四及周六  04.00 –23.30 

                     周二、周五及周日 02.00 –23.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1 杯，随后需另收费。 

                     含酒精饮料只限于啤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电话设施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PUNTA ARENAS (阿雷那城) Carlos Ibanez Del Campo Int’l - PUQ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沿楼梯到 2 楼，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在 1 登机区

前。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9.00 – 17.30  

关闭: 周日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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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TA CANA (蓬塔卡纳) International - PUJ 

贵宾室 VIP LOUNGE PUNTA CANA  

位置  A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和护照检查后，向左转。贵宾室位于 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1.00) 

  营业时间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含酒精饮料及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B 航站。空侧 –护照检查后，邻近左边的美食广场 (food court) ，2 楼 

 的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 B 航站航班离境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

本地品牌及每人最多 2 杯。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PUNTA DEL ESTE (埃斯特角城) International - PDP 

贵宾室 AEROPUERTOS VIP CLUB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准登机区(Pre-Boarding Area)尽头。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QINGDAO (青岛) Liuting International - TAO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国际离境大堂，8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QINGDAO (青岛) Liuting International - TAO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2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8.30 - 15.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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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É BEC (魁北克) Jean Lesage International – YQB 

贵宾室 SALON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 2 楼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边的两度自动扶梯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1.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传真设施只限传送服务  

 

QUITO (基多) Mariscal Sucre International - UIO 

贵宾室 SALÓ N MITAD DEL MUNDO 

位置  国际离境航站。空侧 – 通过离境楼层的安全和护照检查，贵宾室位于免税店 

前。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0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贵宾室 SALON QUITO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通过离境楼层的安全和护照检查，可乘升降机或沿楼梯从 

1 楼或 2 楼直达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RABAT (拉巴特) Salé - RBA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LOUNGE 

位置 安全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近 IDFS。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起飞 90 分钟前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

需另收费。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 0 
 

RECIFE (累西腓) Guararapes International - REC 

贵宾室 PROAIR VIP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X 光和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6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20.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   
贵宾室 SALA VIP CASABLANCA TURISMO RECIF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入境登机区(南)前。贵宾室位近 A4 出口。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7.00 – 20.00 

周六 07.00 – 12.00  / 关闭: 周日和国定假期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 
贵宾室内设协办登机服务但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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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FE (累西腓) Guararapes International - REC 

贵宾室 SALA VIP LUCK VIAGENS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安全检查前，贵宾室位于 5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国定假期之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 
贵宾室内设协办登机服务但需另收费。 

 

RHODES (罗德斯岛) Rhodes Diagoras International - RHO 

贵宾室 SKYSERV LOUNGE 

位置 新航站大楼。空侧–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到位于旧航站大楼

入口 1 的 Skyserv Sales Desk’ 登记，服务人员将引领持卡者进入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0.00 

营业时间可能因季节变更。 

关闭: 冬季(10 月 27 日至 3 月 29 日)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4 岁及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免费提供办理登机服务。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FILOXENIA LOUNGE 

位置 地侧–贵宾室位于新主航站大楼 2 楼离境区。 

营业时间 周二、周四及周六至周日 08.00 – 22.00  

 周三 12.00 – 20.00 

关闭: 周一、周五及冬季 (10 月 31 日至 3 月 31 日)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t  
 

RIGA (里加) International - RIX 

贵宾室 PRIMECLASS BUSINESS LOUNGE 

位置 C 航站。空侧 –  2 楼。贵宾室位于非申根区，咖啡店和升降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区乘客。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行宾客。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需预留会议设施。 

贵宾室 PRIMECLASS BUSINESS LOUNGE 

位置 E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申根区，转机柜台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区乘客。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行宾客。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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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Galeão International - GIG 

贵宾室 PROAIR VIP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X 光和护照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往 2 楼并右转。遵循标示到 

位于大堂尽头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或以上人仕。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 

贵宾室 PROAIR VIP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X 光和护照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到地库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或以上人仕。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 t  
贵宾室 SMILES  VIP INTERNATIONAL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2 楼管制区之安全检查后，左转及乘位于大堂尽头之自动扶

梯往下一层，右转往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3.00 

相关规定 只限乘国际航班乘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才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0t 
  电话服务施需另收费 

 
RIYADH (利雅得)     King Khaled International - RUH 

貴賓室 PREMIER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检查，右转后再右转。乘‘Premier Lounge’ 

标示旁的升降机往上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T1)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分设祷告室。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0 
长途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ROME (罗马) Leonardo da Vinci (Fiumicino) - FCO 

贵宾室 LE ANFORE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辅助机场区申根范围，贵宾室在 G11 登机区对面。此贵宾

室只开放予 G 和 H 登机区离境的乘客使用。请注意: 从贵宾室返回 H 登机区的

离境乘客需预留约 5 分时间返回登机闸。 

营业时间 每日 06.15 – 23.45 

相关规定 只限 T3 Extra-Schengen 航班乘客使用。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设施提供 smlt  
 

 
 
 
 
 



 138 

RZESZÓ W (热舒夫) Jasionka - RZE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离境区/申根范围，4 登机区内。通过安全检查，右转并往前

方。贵宾室位于右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17.30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区乘客。最久可停留 4 小时。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l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SAARBRŰCKEN (萨尔布吕肯) Airport - SCN 

贵宾室 SCN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的登机区，’Take-Off’ Bar 对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于首航班起飞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Wi-fi 無線上網及會議設施需另收費。 

 
SAIPAN (塞班岛)  International – SPN 

贵宾室 HAFA ADAI GARDEN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 6 登机门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0.00 – 08.00 及 13.00 – 14.3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SAL ISLAND (CAPE VERDE) (萨尔岛) Amílcar Cabral International - SID 

贵宾室 SAFEPORT BUSINESS AVIATION LOUNGE 

位置 Safeport Executive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于主航站大楼外之航站。离境前之 

乘客需在安全检查前往贵宾室；而已登陆之乘客则于安全检查后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1.00  

Priority Pass 持卡人可于以上营业时间外到访贵宾室，请致电+2389843430 

作有关安排。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m l t 
   含酒精饮料、电话及传真服务、电脑上网及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SAMANÁ  (山美纳) El Catey International – AZS 

贵宾室 SALA VIP SAMANÁ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出境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 楼，免税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8.30 – 20.3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成人 4 杯，随后需另收费。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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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I (苏梅岛) International – USM 

贵宾室 BLUE RIBBON CLUB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出境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6 登机区的左边。遵循标示往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l 
贵宾室 BLUE RIBBON CLUB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和 3 登机区的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SAN JOSE (圣荷西)   Juan Santamaria International - SJO 

贵宾室  VIP LOUNGE COSTA RICA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低层，安全检查后，4 登机区前。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可达。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约 20.00) 

相关规定 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菜单食品及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SAN JOSE (圣荷西)   Norman Y. Mineta San Jose International - SJC 

贵宾室 THE CLUB AT SJC 

位置 A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3 楼，从 15 登机区可达。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乘客。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SAN JUAN (圣胡安)   Luis Munoz Marin International - SJU 

贵宾室 AVIANCA OPERATED BY GLOBAL LOUNGE 

位置 国际 C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C 航站入口，经过 B-C 安全检查站后朝 C 航

站向前行至见 ‘Global Lounge Network’ 标示，再乘升降机到 3 楼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 周五 及周六 06.00 – 19.00  

周二 06.00 – 18.00     

  周四及周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须穿衬衫及鞋子)。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免费传真服务。于机场改善工程进行期间，由 A 航站登机的乘客如欲使用 

贵宾室服务，请致电+1 787 705 0904 以安排服务人员引领乘客到贵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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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PEDRO SULA (圣佩德罗苏拉)   Ramon Villeda Morales Intl - SAP 

贵宾室 SALAS INTERNACIONALES VIP CLUB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安全检查站后，7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4 酒杯。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高级饮料需另收费。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International - SAL 

贵宾室 AEROCONNECTIONS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和出境检查后，左转。通过 5 登机区前的‘La Riviera VIP Duty 

Free’ 便可达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9.00 

相关规定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3 酒杯。一般饮料限每人 3 酒杯。VIP 菜单内的免费小食 

限每人 3 款。随后食品和饮料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m0 t
Wi-fi 无线上网、电脑上网、电话、传真、会议、淋浴和水疗(Spa)等服务需 

另收费。 

贵宾室 TACA SALONES VIP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8 登机区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0.00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限 7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t  

 

SANTA CRUZ (圣克鲁斯)  Viru Viru International - VVI 

贵宾室 VIP LOUNGE SANTA CRUZ DE LA SIERRA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国际准登机区尽头，近 6 号门。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SANTA MARTA (圣玛尔塔)  Simón Bolívar International - SMR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登机检查后，左转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09.00 及 11.00 – 22.30  

 以外时间不开放予 Priority Pass 持卡者。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

入。含酒精饮料于 16.00 提供。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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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AGO (圣地亚哥)   C. Arturo Merino-Benitez International - SCL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和免税区彼，右转，贵宾室位于大堂尽头 20A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t 
                      免费国际线电话服务。 

贵宾室 AVIANCA SALA VIP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沿 12B 登机区往下一楼层，再在工艺商店转右。  

营业时间 每日 16.00 – 1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

入。提供协办登机服务予 Avianca 乘客。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THE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20A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16.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m0t  

贵宾室 VOYAGE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17 及 18 登机区之间。  

营业时间 每日 16.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m0t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经过 3 楼的安全检查后，沿楼梯往下到 2 楼，贵宾室 

位于楼梯后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免费国际线电话服务。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各)   Las Américas International - SDQ 

贵宾室 SALA VIP CARIBE 

位置 A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往 A 登机区。通过约 25 米购物区。 

到达登机区前，右转并遵循标示‘VIP’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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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YA (三亚) Phoenix International - SYX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通过入出境管理和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30 

贵宾室的关闭时间均依据每日最后航班的起航时间而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首名 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通过入出境管理和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30 

贵宾室的关闭时间均依据每日最后航班的起航时间而有所不同。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首名 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SAO PAULO (圣保罗) Guarulhos International - GRU  

贵宾室 PROAIR SALA VIP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X 光和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自动扶梯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12.0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18 岁

或以上人仕。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   

贵宾室 PROAIR SALA VIP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D 翼，国际离境层，护照检查后转右，沿左边自动扶梯上。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SMILES  VIP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C 翼，由离境航站前往，经过安全检查，右转，之后转左再

沿自动扶梯往上，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出境和入境航班乘客使用。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

由成人陪同才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t  

贵宾室 STAR ALLIANCE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乘自动扶梯或升降机往免税购物区上方的夹

层楼。 

营业时间 每日 12.00 – 03.00   

 周四、周五及周六 17.00 – 21.00 期间限制进入。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3 岁以下儿童可免

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0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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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O PAULO (圣保罗) Guarulhos International - GRU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GRU AIRPORT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X-ray 检查后，转左并遵循标示往‘VIP Lounges’。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2.00   

 以外时间不开放予 Priority Pass 持卡者。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每位持卡者最多 5 位同行宾客。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0t 
  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SARAJEVO (裟拉以戈)  Sarajevo International - SJJ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NO. 1035  

位置 B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护照检查及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NO. 1043 

位置 B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护照检查及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NO. 1044 

位置 B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护照检查及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设施提供 

SEATTLE (西雅图) Seattle Tacoma International - SEA 

贵宾室 THE CLUB AT SEA 

位置 A 大厅。空侧 – 从 A11 登机区往贵宾室。可乘每数分钟开出的列车前往各大

堂。由其中大堂前往贵宾室的乘客，请预留充足时间往返离境登机区。 

营业时间 周一 09.30 – 19.00  

周二至周日 09.30 – 17.3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ALASKA AIRLINES BOARD ROOM 

位置 D 大厅。空侧 – 贵宾室位于 D1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3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所有持卡者和同行宾客须出示当天有效登机证 

方可进入贵宾室。持卡者须年满 18 岁。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 

限每人 3 杯。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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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TLE (西雅图) Seattle Tacoma International - SEA 

贵宾室 THE CLUB AT SEA 

位置 南辅助航站 – S 登机区。空侧 – S9 登机区旁。可乘每数分钟开出的列车前往

各大堂。由其中大堂前往贵宾室的乘客，请预留充足时间往返离境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9.０0 – 17.3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予 21 岁或以上人仕。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m0 
 可要求提供祷告室。 

 

SEMARANG (三宝垄) Ahmad Yani - SRG 

贵宾室 ARJUNA LOUNGE 

位置 国内离境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后，通过安全检查及机场付税柜台  

(Airport Tax Counter) 后。贵宾室位于 A 登机区东翼，安全检查之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m0  
 

SEOUL (首尔) Gimpo International - GMP 

贵宾室 AIR LOUNGE HUE 

位置 国际航站。地侧 – 在关税、出入境和检疫区外。乘位于 3 楼离境楼层右边的 

升降机到 4 楼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40 – 20.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提供按摩座椅服务。含酒精饮料只提供 18 岁 

或以上人仕。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国际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ASIANA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3 楼，离境楼层。贵宾室位于海关检查入口的左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约 21.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在 3 楼关税、出入境和检疫区外，贵宾室位于东翼离境 

入口的左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及周六至周日 05.40 – 20.00  

周五 05.4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多 2 位同行宾客。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跨境/国际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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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首尔) Incheon International - ICN 

贵宾室 MATINA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东翼。通过护照检查后，乘位于 11 登机区对面的自动扶梯 

往 4 楼， 遵循标示到位于 ‘Transit Hotel’ 内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sm  l t 
国际长途电话及传真设施和淋浴设施需另收费。每位持卡者必须同时出示 

由政府机关发出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及有效的 Priority Pass 卡。 

贵宾室 ASIANA BUSINESS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西翼。通过护照检查后，乘位近 28 登机区的自动扶梯到 

4 楼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1.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贵宾室 MATINA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西翼。通过护照检查后，乘位于 43 登机区对面的自动扶梯 

到 4 楼， 遵循标示往位于 ‘Transit Hotel’ 内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sm  l t 
国际长途电话及传真设施和淋浴设施需另收费。每位持卡者必须同时出示 

由政府机关发出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及有效的 Priority Pass 卡。 

贵宾室 SKY HUB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西翼，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4 楼，中转柜台旁，42 登机

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5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只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SKY HUB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东翼，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4 楼，中转柜台旁，11 登机

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5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只供本地传真服务。  

贵宾室 ASIANA LOUNGE 

位置 A 大厅。空侧 – 在 4 楼。近 119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0.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跨境/国际电话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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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首尔) Incheon International - ICN 

贵宾室 KAL LOUNGE 

位置 A 大厅。空侧 – 通过关税、出入境和检疫区。往底层乘 ‘Starline’ 往 4 楼。 

贵宾室位东面的 A 大廰。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3.5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多 2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跨境/国际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SHANGHAI (上海) Hongqiao International - SHA 

贵宾室 BUSINESS CLASS LOUNGE B11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及安全检后，左转并往前方。贵宾室靠近 B1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40 – 18.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B12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 - 出境及安全检后，左转并往前方。贵宾室靠近 B12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40 – 18.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贵宾室 VIP LOUNGE NO.6 

位置  国内第 1 航站。地侧 – 离境层 6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V1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出境及安全检后，左转并往前方。遵循标示‘V1’ 

往靠近 25 和 26 登机区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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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上海) Pudong International - PVG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37) 

位置 国际第 1 航站。空侧 – 靠近 18、19 登机区，通过安全检查后 (在南区)， 

贵宾室位于约 30 公尺的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提供含酒精饮料时间为每日 11:00 - 13:00 及 17:00 - 19:00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电话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66)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靠近 66 登机区，遵循标示到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69)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顶层靠近 69 登机区，遵循标示往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提供含酒精饮料时间为每日 11:00 - 13:00 及 17:00 - 19:00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 l t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9) 

位置 国内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 3 楼的出入境管理和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 

往 2 楼，沿楼梯往下到位于 8 和 9 登机区之间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73)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靠近 73 登机区，遵循标示可找到贵宾室的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SHANNON (沙龙)  Airport - SNN 

贵宾室 RINEANNA LOUNGE 

位置 空侧 – 于转机大厅内的 ‘Aviation Gallery’旁。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6.00 – 17.30  

周日 06.00 – 18.30 

 于 06.00 – 14.00 期间只限转机往大西洋航班乘客使用。其他乘客请前往 1-6

登机区旁的 Burren Suite 使用贵宾室服务。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8 岁以下宾客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t
  会议室设施需预订及需另收费。请致电+35361712497 预订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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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沙龙)  Airport - SNN 

贵宾室 BURREN SUITE 

位置 空侧 – 于转机大厅内的，1-6 登机区旁酒吧的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4.00 

只限非中转往大西洋的乘客使用。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年龄限制及 18 岁以下宾客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

室。分置吸烟区。 

设施提供 zm0 t
 

SHARJAH (沙迦) International - SHJ 

贵宾室 FIRST &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遵循标示往 1 楼的贵宾室。贵宾室在转机区的办理转机柜台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t 
国际长途电话及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斋戒月(Ramadan)期间将不提供含酒精饮料。 

 

SHENYANG (沈阳) Taoxian International - SHE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3 航站。空侧–往 3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首名 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3 航站。空侧–往 3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首名 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3 航站。空侧–往 3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首名 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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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深圳) Baoan International - SZX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GUEST LOUNGE 

位置 新国际航站。空侧 – 东南翼。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近 3 楼 

Yi Xiang Ting No. 3。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于啤酒。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 m l t 

贵宾室 DOMESTIC GUEST LOUNGE  

位置 新国内航站。空侧 – 西南翼。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近 4 楼 

Yi Xiang Ting No. 1。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SHIJIAZHUANG (石家庄) Zhengding International - SJW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安全检查前，转左。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SINGAPORE (新加坡) Changi - SIN 

贵宾室 THE SKYVIEW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夹层楼的离境转机大堂靠右尽头位置， 

靠近 D30 和 D40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l t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AIRPORT WELLNESS OASIS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护照检查后右转往主离境/入境贵宾室楼层， 

D4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t    
                      寝室及淋浴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TS PREMIER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检查后左转，乘第一道自动扶梯往航空公司贵宾

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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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新加坡) Changi - SIN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3 楼，离境/中转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

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t     

  电话服务、传真和会议设施及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AMBASSADOR TRANSIT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离境转机大堂，夹层楼(3 楼)，贵宾室邻近 Sunflower 

Garden。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含酒精饮料供应时间为每日 06.00 至 00.00。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t 
含酒精饮料和传真设施需另收费。健身室及寝室亦需另收费。  

贵宾室 THE GREEN MARKET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第 3 层，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厅。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01.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 

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TS PREMIER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检查后左转，乘位于询问处后方第一道自动扶梯到

航空公司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贵宾室 AMBASSADOR TRANSIT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北离境转机大堂，夹层楼(3 楼)，贵宾室邻近 

Ambassador Transit Hotel 和电影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含酒精饮料、跨境/国际长途电话和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提供寝室出租及健身室，但需另收费。  

贵宾室 DNATA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贵宾室位于离境转机大堂的夹层楼。通过出境检查并 

左转，乘右边第一道自动扶梯到夹层楼，贵宾室位于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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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新加坡) Changi - SIN 

贵宾室 THE HAVEN BY JETQUAY  

位置 第 3 航站。地侧 –入境大堂，遵循”Pay-per-use Lounge” 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小睡室和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SATS PREMIER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通过出境检查后左转，乘第一道自动扶梯到航空公司贵宾

室。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SKOPJE (斯科普里) Alexander The Great - SKP  

贵宾室 PRIMECLASS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后，通过出境和护照检查，贵宾室位于 X 光检查 

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SOCHI (索契) International Terminal - AER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 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之后，国际离境 2 楼 C 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t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 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之后，2 楼 B 区。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啤酒。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t 
 
SOFIA (索非亚) Airport - SOF  

贵宾室 PLISKA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 。 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之后，往 1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8.00 – 22.00  

周日 08.00 – 00.00 

 关闭: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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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A (索非亚) Airport - SOF  

贵宾室 PRESLAV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 。 空侧 -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之后，乘升降机往 0 楼层。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00.00 

 关闭: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贵宾室 SWISSPORT VITOSHA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 空侧 -  办理登机后往 1 楼。 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左转到 

贵宾室。 

营业时间 04.00 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约 22.00)。 

相关规定 只开放予从第 2 航站离境的国际航班乘客。禁止 2 岁以下儿童进入。 

2 至 5 岁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穿沙滩服装者不获招待)。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SOLO CITY (梭羅市) Adisumarmo - SOC 

贵宾室 SRIWEDARI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后右转，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0.00 及 15.00 – 18.30 

相关规定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OUTHAMPTON (修咸顿) International - SOU 

贵宾室 BREEZE PRIORITY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经过餐厅并遵循标示往‘Business Lounge’ 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05.30– 21.00  

周日 06.00 – 21.00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ST. GALLEN-ALTENRHEIN (圣加伦) Airport - ACH 

贵宾室 PEOPLE’S BUSINESS AIRPORT LOUNGE 

位置 地侧 – 办理登机后，安全检查前，贵宾室位于 1 楼。 

营业时间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一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关闭: 复活节星期日、圣灵降临节(Whitsunday)、12 月 25 日及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于 C-office 登记并表明自己为 

持卡人。服务人员才提供门外密码以便进入贵宾室。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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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GEORGE’S (圣乔治) L.F. Wade International - BDA 

贵宾室 GRAYCLIFF LUXURY LOUNGE 

位置 美国离境航站。贵宾室位于右边的 C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5.30 

关闭: 12 月 25 日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往美国乘客使用。10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精选含酒精饮料需另 

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ST. MAARTEN (圣马丁) Princess Juliana International - SXM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安全检查与护照管制后，于右手边靠近 1 和 2 登机区。遵循标示往 

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9.00  

营业时间随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持卡人必须年满 18 岁。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Pulkovo - LED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Pulkovo - 第 1 航站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3 楼。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预定)航班乘客使用。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2 小

时。每持卡者最多 1 位成人同行宾客。首名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随后以

成人宾客计算。 

设施提供 s l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  。空侧 –贵宾室位于 4 楼。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预定)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每持卡者限 1 位同行 

宾客。首名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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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Arlanda - ARN 

贵宾室 AURORA – EXECUTIVE LOUNGE BY MENZIES  

位置 第 2 航站。安全检查后，左转并通过免税店，朝左边第 1 楼梯(绿色)。到楼梯

顶后左转并通过‘Himmel & Hav’餐厅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5.15 – 21.00  

周六 05.30 – 20.30 

周日 05.30 – 21.00 

相关规定 贵宾室只开放予第 2 航站申根和非申根离境及申根入境乘客。12 岁以下儿童 

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烈酒)由 11.00 提供。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短裤者

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贵宾室 STOCKHOLM - ARLANDA LOUNGE  

位置 第 5 航站。空侧 – F Pier，非申根区，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并转右。 

营业时间 周一、周四及周六 08.00 – 22.00  

周二、周三、周五及周日 08.00 – 19.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区(F Pier) 航班乘客。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贵宾室 MENZIE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5 航站。空侧 – F 登机区。于 Central Building 安全检查后，通过免税区 

再右转。贵宾室位于申根护照管制区右边。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30 – 18.30  

周六 10.00 – 15.30 / 周日 09.30 – 16.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持卡者若于星期六非营业时间到访，可往第 5 航站 (A-Pier) 的‘Menzies 

Business Lounge’ ，但需预留充足时间(约 10 分钟)返回 F 登机区的离境区。 

相关规定 中转乘客须持有效申根区签证方可进入贵宾室。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贵宾室 MENZIES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第 5 航站。空侧 – A 登机区。B 登机区乘客可于 B 区安全检查后即右转，经通

道往 A 区。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到上楼层往贵宾室。或于 Central Building 安全

检查后，左转并通过免税区到 A 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19.30  

营业时间可能会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中转乘客须持有效申根区签证方可进入贵宾室。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穿短裤者不获招待)。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Bromma - BMA 

贵宾室 YELLOW ROOM 

位置 地侧 –安全检查及护照控制前，沿餐厅旁的楼梯往位于 2 楼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6.00 – 21.00 

  关闭: 周六至周日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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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TTGART (司徒加特) Airport - STR 

贵宾室 ELLI-BEINHORN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4 楼，可沿 3 楼前往，贵宾室位于 173 登机区对面。遵循标

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周一至周五 07.00 – 19.00 及 周六及周日 08.00 – 18.00 : 持卡者可凭有效

Priority Pass 卡直接进入贵宾室。 

 周一至周五 05.00 – 07.00 及 19.00 - 21.00、周六及周日 05.00 – 08.00 及

18.00 – 21.00:  乘客必须于第 3 航站地侧的地勤服务柜台 (Ground Service 

Desk)先登记方可进入贵宾室。中转乘客亦适用以上使用时间及条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首名 12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Wi-fi 无线上网需另收费  

 
SUBANG (苏邦) Sultan Abdul Aziz Shah - SZB 

贵宾室 PEUGEOT LOUNGE 

位置 Skypark 航站。地侧 – 办理登机后，往位于机场主出口的询问处。沿楼梯或 

乘自动扶梯到 1 楼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相关规定 只限离境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TAICHUNG (台中) Ching Chuang Kang – RMQ 

贵宾室 MORE PREMIUM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通过 3 楼离境禁区内的出境检查，左转并遵循‘VIP 

LOUNGE’标示往位于 4 和 5 登机区之间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及周三至周日 06.00 – 18.00 

  周二 06.00 – 17.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行宾客。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1 杯。只限使用贵宾室服务，不包括商务或 

                    会议设施。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TABUK (泰布克) Regional – TUU 

贵宾室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4.00 及 16.00 – 00.00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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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F (塔易夫) Regional – TIF 

贵宾室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右边安全检查后，邻近免税店。 

营业时间 周一 09.00 – 12.30 及 16.00 – 00.00 

周二 09.00 – 12.30 及 20.00 – 02.00 

周三 09.00 – 12.30 及 21.00 – 02.00 

周四 09.00 – 12.30 及 19.30 – 23.00 

周五 09.00 – 12.30 

周六 10.00 – 12.30 及 21.00 – 02.00 

周日 09.00 – 12.00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请注意：贵宾室暂时关闭进行改善工程，预计 2015 年 5 月尾重开。如有任何

不便请见谅。 

贵宾室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察后，左转便是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周三至周四及周六 12.30 – 18.30  

  周二、周五及周日 12.30 – 17.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请注意：此贵宾室将于 2015 年 5 月中加入本计划。 

 

TAIPEI (台北) Taoyuan International - TPE 

贵宾室 MORE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4 楼。通过移民局和安全检查后，往楼上航空公司 

贵宾室楼层，遵循 ‘Airline Lounge’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行宾客。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只限使用贵宾室服务。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 ml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MORE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4 楼。通过出入境管理后，上楼并右转。 遵循标示往 

‘Business  Center’。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每持卡者最多 3 位同行宾客。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 

进入。只限使用贵宾室服务。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t 
会议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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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ARA (塔拉拉) Victor Monteas Arias - TYL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10.00 – 17.3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l 


TALLINN (塔林) Airport - TLL 

贵宾室 NORDEA LOUNGE 

位置 空侧 – 申根区域，通过中央安全检查和购物区后左转并往 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3.30  

贵宾室关闭时间有异和可能依据最后航班起飞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儿童游乐区。吸烟区位于阳台。 

设施提供 s l 
 贵宾室内设有按摩椅可免费使用。 

 
TANGIER (丹吉尔) Ibn Battouta International - TNG 

贵宾室          CONVIVES DE MARQU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近登机区右边。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班航起飞 90 前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2 杯，随后

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0 
 

TANJUNG REDEB (丹戎勒德布) Kalimarau - BEJ 

贵宾室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自动扶梯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9.00   

相关规定 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0 
 本地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TARAPOTO (塔拉波托) Airport - TPP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朝登机区。进入右边的 VIP Lounge 并往玻璃  

屏封方向。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3.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烈酒、本地啤酒、餐酒及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设航班离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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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ILISI (第比利斯) International – TBS  

贵宾室 PRIME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贵宾室在 1 楼，于右侧的护照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6 岁及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m l 
 

TEGUCIGALPA (特古西加尔巴) Toncontín International - TGU  

贵宾室 SALAS INTERNACIONALES VIP CLUB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通过安全检查及登机范围后，经过位于大堂尽头的拉

丁免税店，2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8.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含酒精饮料限每人 4 杯。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TEL AVIV (特拉维夫) Ben Gurion - TLV 

贵宾室 DAN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遵循标示往 B 大厅。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四 03.00 – 08.00 及 13.00 – 00.00 

  周五 13.00 – 18.00 

  周六 20.00 –  00.00 

关闭: 赎罪日(犹太教)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设施提供 m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 

贵宾室 DAN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遵循标示往 C 大厅。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关闭: 赎罪日(犹太教)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2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设施提供 m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TEMUCO (特木科) Temuco - ZCO  

贵宾室 SALONES VIP PACIFIC CLUB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南翼。 

营业时间 每日 11.00 – 21.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6 小时。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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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ERIFE NORTH (北特内里费岛) Los Rodeos - TFN  

贵宾室 SALA VIP NIVARIA 

位置 空侧 – 通过 2 楼的安全检查后，乘右侧的升降机到 1 楼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15 – 22.30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分设儿童游

戏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TENERIFE SOUTH (南特内里费岛) Reina Sofia - TFS  

贵宾室 SALA MONTAÑ A ROJA 

位置 空侧 – 通过护照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通往登机区和商业区的自动扶梯 

前面。 

营业时间 周一 07.00 – 22.00 / 周二及周六 07.00 – 23.00 

周三及周四 07.00 – 21.00 / 周五 07.00 – 00.00  

周日 07.00 – 22.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l 
  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TENGCHONG (腾冲) Tuofeng - TCZ 

贵宾室 BEST BUSINESS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边。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首航班国际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0
                        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TERCEIRA ISLAND (特塞拉岛) Lajes - TER 

贵宾室 SATA PLUS LOUNGE 

位置  Aerogare Civil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在登机大堂左侧。 

营业时间 (夏令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冬令时间) 周一至周四及周六 07.00 – 19.00  

 (冬令时间) 周五及周日 07.00 – 20.3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s   
 
THESSALONIKI (帖撒罗尼迦) Macedonian - SKG 

贵宾室 MANOLIS ANDRONIKOS LOUNGE 

位置 主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后通过安全检查，贵宾室靠近 A3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0.3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久可停留 4 小时。4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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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天津) Binhai International - TS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2)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D 区域。通过安全检查和办理登机后向右转，贵宾室位于 

右边的 7 和 8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13)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在 205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15)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在 206 登机区旁乘自动扶梯往下一层， 

贵宾室在 26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16)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在 206 登机区旁乘自动扶梯往下一层， 

贵宾室在 268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17)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在 206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18)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在 22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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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天津) Binhai International - TS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20)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在 216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22)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安全检查后，在 218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首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l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TIJUANA (狄瓦讷) Tijuna International - TIJ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乘 VIP 尊用升降机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01.00 

相关规定 7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s l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TIMISOARA (提米索拉) International - TSR 

贵宾室 SKY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办理登机后，通过边境警察控制、海关和安全检查。 

右转进入离境大厅，沿楼梯至 1 楼并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8.00 

  关闭: 12 月 24 日、12 月 25 日、1 月 1 日及复活节期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 

设施提供 ml 
 
TOKYO (东京) Narita International - NRT 

贵宾室 IAS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地侧 – 在 4 楼 (离境楼层)进入主航站 (在南、北办理登机大楼 

中央)，乘中间自动扶梯到 5 楼。左转并前行约十公尺。循标示板指示往 

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抵达、离境和转机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

限每人 1 杯，随后饮料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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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东京) Narita International - NRT 

贵宾室 KAL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第 2 辅助机场。通过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3 楼的 

26 登机区侧近 。 

营业时间 每日 07.45 – 20.5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最多 2 位同行宾客。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跨境/国际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贵宾室 T.E.I.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地侧 –贵宾室位于中央大楼 5 楼，在南、北翼大楼中间。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UNITED CLUB 

贵宾室 IASS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地侧 – 从 3 楼(离境楼层)进入主航站并搭乘在办理登机 ‘G’ 柜台 

旁的自动扶梯(主航站北边)到 4 楼。左转并前行约十公尺。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抵达、离境和转机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免费含酒精饮料

限每人 1 杯，随后饮料需另收费。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贵宾室 T.E.I. LOUNGE 

位置 客运第 2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中央大楼 4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TORONTO (多伦多)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 YYZ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US TRANSBORDER)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自动扶梯往下 1 层。贵宾室位于左边， 

F82 登机区侧。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加拿大国内或国际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经第 1 航站往美国的旅客使用。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任何时间须 

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跨境及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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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多伦多)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 YYZ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DEPARTURES)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国内航班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前方。 

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美国过境或国际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30 

相关规定 只限经第 1 航站往国内旅客使用。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任何时间须 

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跨境及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往 3 楼 E77 登机区。 

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加拿大国内或美国过境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经第 1 航站乘国际航班旅客使用。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任何时间须 

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AIR FRANCE KLM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C33 登机区正上方，通过免税商店后。贵宾室位于国际 

安全检查站内。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加拿大国内或美国过境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13.00 – 00.00  

营业时间可能因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由第 3 航站乘国际航班旅客使用。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L DEPARTURES)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乘升降机到 AT 楼层，通过 C33 登机区往贵宾室。 

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加拿大国内或美国过境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01.30 

相关规定 只限由第 3 航站乘国际航班旅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任何时间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含酒精饮

料由 11.00 至 01.30 供应。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t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ERNATIONAL DEPARTURES)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C 大廰，乘升降机到 AT 楼层往位近 C32 登机区的贵宾室。 

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加拿大国内或美国过境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2.30 

相关规定 只限由第 3 航站乘国际航班旅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  

                      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含酒精饮料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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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多伦多)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 YYZ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DEPARTURES) 

位置 第 3 航站。空侧 – 贵宾室位于 B23 和 B24 登机区之间。 

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美国过境或国际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30 

相关规定 只限经第 3 航站往加拿大国内旅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

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任何时间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跨境/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TOULOUSE (吐鲁斯)  Blagnac - TLS  

贵宾室 LA CROIX DU SUD 

位置 空侧 – C 大堂，申根区，经过 33-34 登机区，安全检查后(非申根区乘客必须于

护照检查之前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40 – 21.00  

关闭: 12 月 24、25、31 日和 1 月 1 日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TRIESTE (翠斯提) Friuli Venezia Giulia - TRS 

贵宾室 FVG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及主离境范围后，向下往左边走廊，沿 8 和 9 登机区 

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45 – 19.00  

营业时间可能依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必须先于登机柜台对面的机票柜台表明自己 

为持卡人。机票柜台服务人员才提供门外密码以便可进入贵宾室。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l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需另收费。 

 

TUMBES (土比斯)  Capitán FAP Pedro Canga Rodrĩguez - TBP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右边约 10 米。 

营业时间 每日 08.00 – 23.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本地啤酒、 

餐酒和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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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OLI (的黎波里)  International - TIP  

贵宾室 WINZRIK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海关后往 1 楼，遵循标示往左边的贵宾室，在免税店附近。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t 
电话和传真设施及电脑上网设施需另收费。 

 
TUNIS (突尼西亚) Carthage - TUN  

贵宾室 SALON VIP (ARRIVALS LOUNGE) 

位置 空侧 – 进入地面的入境大厅后，贵宾室位于前方 30 米的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贵宾室 SALON VIP(DEPARTURES LOUNGE) 

位置 空侧 – 进入 1 楼的主离境大堂后，贵宾室位于免税店的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内提供协办登机服务。 

 
 

TURIN (都林) Sandro Pertini - TRN 

贵宾室 PIEMONTE LOUNGE 

位置 主客运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沿楼梯或乘自动扶梯往上层的离境大堂。 

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00 

相关规定 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 

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TRUJILLO (特鲁希略) Airport - TRU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 2 楼安全检查后，往贵宾室位于登机区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含酒精饮料只限烈酒、本地啤酒、餐酒及 Pisco Sour 鸡尾酒。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设航班离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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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ZLA (图兹拉) International - TZL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第 1 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主登机大堂内零食吧的下楼层。遵循标示 

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周一 09.00 – 12.30 / 周二及周六 08.30 – 20.00  

周四 08.30 – 18.00 / 关闭: 周三、周五及周日 

若没有预定航班，贵宾室可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营业时间。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可能因座位有限而限制进入。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免费饮料每人限 2 杯，随后饮料需另收费。  

设施提供 z 0 
 Wi-fi 无线上网需另收费。 

 
ULAANBAATAR (乌兰巴托) Chinggis Khaan International - ULN 

贵宾室 BUSINESS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空侧 – 通过登机及护照检查后，遵循标示往贵宾室入口。   

营业时间 每日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30 分钟开放 (约 03.30)，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 

关闭 (约 00.30)。 

相关规定 只供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 0 
 

VADODARA (巴洛达)  Civil Aerodrome Harni - BDQ 

贵宾室 PORT LOUNGE  

位置 地侧 – 通过离境登机区。贵宾室位于 1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11.00 及 17.30 – 20.3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VALENCIA (华伦西亚) Airport - VLC 

贵宾室 SALA JOAN OLIVERT 

位置 空侧 – 1 楼，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堂航站 1 及航站 R 之间， 

靠近 A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3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12 岁以下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VANCOUVER (温哥华) International - YVR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ERNATIONAL DEPARTURES)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3 楼安全检查后。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加拿大国内或美国 

过境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8.30 – 01.00 / 周六 08.3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离境旅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t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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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温哥华) International - YVR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USA DEPARTURES) 

位置 美国第 1 航站。空侧 – 穿越 E87 登机区往贵宾室。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加拿大

国内或国际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5.00 – 19.00 / 周六 05.00 – 18.00 

相关规定 只限经第 1 航站往美国的旅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  

                     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含酒精饮料、长途电话及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DEPARTURES) 

位置 国内航站大楼。空侧 – 3 楼离境层，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的 A2 登机区 

附近。此贵宾室不开放予乘国际或美国过境航班乘客。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五 06.00 – 21.00 / 周六 06.00 – 20.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离境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与 18 岁或以上人士享用。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VENICE (维尼斯) Marco Polo - VCE 

贵宾室 MARCO POLO CLUB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乘自动扶梯或升降机往 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3.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TRAVELEX BUSINESS CENTRE 

位置 地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前，在连接航空公司办公室 

至警局之走廊的中间。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09.00 – 18.00  

关闭: 周六、日及国定假期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电话 (只限来电)、传真设施及电脑上纲需另收费。会议室设施需预订并另收

费，请致电 +390412698191 预订。 
 

VERONA (维隆那) Valerio Catullo - VRN 

贵宾室 VALERIO CATULLO LOUNGE 

位置 A 航站 。地侧 – 经由离境大厅入口右侧，乘自动扶梯到 1 楼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0.30 

相关规定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0 

在 06.30 – 08.30 之间，持卡者可使用‘BWAY’ 专用办理登机设施及 FastTrack

服务。请出示 Priority Pass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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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维也纳) Schwechat - VIE 

贵宾室 SKY LOUNGE 

位置 第 3 Check-in 航站 。空侧 – 通过登机管制和中央安全检查并左转。乘升降机

或沿楼梯到 2 楼，右转并沿走廊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SKY LOUNGE 

位置 第 3 Check-in 航站 。空侧 – 通过登机管制和中央安全检查并左转。乘升降机

或沿楼梯到 2 楼，左转，贵宾室位于出境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贵宾室 AIR LOUNGE 

位置 第 1 及第 2 Check-in 航站 。空侧 – 在国际转机区的护照检查后及安全检查

前，在 D 登机区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00.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JET LOUNGE 

位置 第 1 及第 2 Check-in 航站  (Plaza) 。空侧 – 办理登机后，前往登机检查后，

贵宾室位于护照检查前 

隔壁的 A 登机区。乘升降机到 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申根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设施提供 z m0 t   
 
VILLAHEMOSA (比亚埃尔莫萨) C. Rovirosa Perez International - VSA  

贵宾室 CARAL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4 登机区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2.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4 小时。5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含酒精饮料只限于餐酒和 

啤酒。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0 
 
VIEUX-FORT (维约堡) Hewanorra International - UVF  

贵宾室 IYANOLA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越过咖啡色门。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到 1 楼， 

贵宾室位于大堂尽头。  

营业时间 每日 11.00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及季节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11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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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NIUS (维纽斯) International - VNO 

贵宾室 IDW ESPERANZA RESORT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离境区。通过安全查，乘自动扶梯或沿楼梯往 3 楼。贵宾室位于 

大堂尽头，‘Heineken’酒吧旁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4.00 – 22.00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l 
 电话和传真服务需另收费。 

 
WENZHOU (温州) Longwan International - WNZ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约 10 公尺的左边。 

营业时间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l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TRANSIT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往 2 楼，贵宾室位于 3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30 /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l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往 1 楼，贵宾室位于 12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3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m l   

 
WARSAW (华沙) Frederic Chopin - WAW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 BALLADA  

位置            A 航站。空侧 – 申根区域，靠近 23 和 24 离境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3.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四小时。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与 18 岁以上人士享用。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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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AW (华沙) Frederic Chopin - WAW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 BOLERO  

位置            A 航站。空侧 – 非申根区域，靠近 7 和 8 离境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3.00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四小时。3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 

方可进入贵宾室。含酒精饮料只提供与 18 岁以上人士享用。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传真设施需另收费。 
 

WASHINGTON DC (华盛顿首都)  Dulles International - IAD 

贵宾室 BRITISH AIRWAYS GALLERIES LOUNGE 

位置 Midfield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机场列车到 B 大厅并往上到大厅楼层。 

贵宾室位于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4.00。  

以外时间不开放予 Priority Pass 持卡者。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t 
按要求提供含酒精饮料。长途电话服务需另收费。 

 
WINDHOEK (温浩克) Hosea Kutako International - WDH  

贵宾室 OSHOTO LOUNGE 

位置 第 2 航站。空侧 – 护照及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离境大堂左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营业时间可能依据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t  
 

WROCLAW STRACHOWICE (弗罗茨瓦夫) Nicolaus Copenicus - WRO  

贵宾室 EXECUTIVE LOUNGE 

位置 空侧 – 申根区。安全检查后往 1 楼，近 9-10 登机区。 

此贵宾室开放予申根区和非申根区乘客;但非申根区乘客需预留充裕时间(约 

5-10 分钟)从贵宾室通过护照检查往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5.00 – 21.00 /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关闭: 12 月 25 日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首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可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 

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0 
 
WUHAN (武漢) Tienhe International - WUH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 2A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A02 号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1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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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武漢) Tienhe International - WUH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 2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B01 号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1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 A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5 号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 B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8 号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3 号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WUXI (无钖) Shuofang - WUX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通过安全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大堂右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设施提供 z 0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V1
位置 国内航第 2 站。空侧–通过安全后转右，前行往 2 楼，贵宾室位于 12 登机区

区对面。 

营业时间 由首班航机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及传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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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ISHAN (武夷山) WUS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向 2 楼离境大堂方向前行，贵宾室位于 7 登机

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每成人可携 1 名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m

 
XIAN (西安) Xianyang International - XIY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5A
位置 国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转右，10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6.45 – 22.30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每成人可携 1 名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贵宾室。 

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3 航站。空侧–安全检查后靠左向前直行，遵循标示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45 – 22.30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每成人可携 1 名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贵宾室。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贵宾室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17 登机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21.00 

  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每成人可携 1 名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贵宾室。 

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XIAMEN (厦门) Airport - XM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NO. 7)
位置 国际第 3 航站。空侧–通过安全检查后往 17 登机区，乘自动扶梯往上层便是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19.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t  
  提供传真服务、淋浴及会议室设施需视乎使用情况而定并需另收费。 
贵宾室 DOMESTIC GUEST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3 航站。空侧 – 6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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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MEN (厦门) Airport - XMN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第 4 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左手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6.3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0        
 

XISHUANGBANNA (西双版纳) Gasa International - JHG 

贵宾室 BEST BUSINESS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往出境大堂右边的 

查询柜台(Information Desk)并表明自己为持卡人。朝 VIP 通道并遵循标示往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开放至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z m0 
 

YANBU (延布) Regional – YNB 

贵宾室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15.00 及 16.00 – 00.00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所有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方可进入贵宾室。禁止吸

烟。 

设施提供 z m0 
 

YANGZHOU (扬州) Taizhou – YTY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2 楼。 

营业时间 每日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1.5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营业时间可能因航班时间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z 0 
 

YANTAI (烟台) Laishan International - YNT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往上层之离境区并左转。贵宾室 

位于餐厅后。 

营业时间 每日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限 1 位同行宾客。2 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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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TAI (烟台) Laishan International - YNT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前方。 

营业时间 每日 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每持卡者限 1 位同行宾客。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YEREVAN (约尔卡塔) Zvartnots International - EVN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位置 第 3 航站。 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后，朝免税店方向。乘升降机往 

4 楼到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最久可停留 3 小时。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分设吸烟间。 

设施提供 sm l t 
 
YICHANG (宜昌) Sanxia - YIH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地侧 – 安全检查前，贵宾室位于主离境大堂左边。 

营业时间 每日 09.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离境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每成人限携 1 名 

小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YINCHUAN (银川) Hedong - INC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大堂"南区"， 
近 8-10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15 – 23.15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 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大堂"北区"， 
近 1-7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15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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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YAKARTA (约尔卡塔) Adisucipto - JOG 

贵宾室 BOROBUDUR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往办理登机区，再右转，经过缴付机场税 

柜台及安全检查后再右转。贵宾室位于前方约 50 公尺。 

营业时间 每日 04.3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m 
 

ZADAR (札达尔) Airport - ZAD 

贵宾室 ZADAR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位置 国际离境区。空侧 – 安全及护照检查后，通过免税店。贵宾室位于右边， 

 ‘Caffe Bar’旁。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三及周五 08.00 – 20.00  

周四及周日 08.00 – 16.00  

周六 06.00 – 20.00 

关闭: 冬季 (11 月 10 日至 3 月 31 日)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ZAGREB (札基布) Airport - ZAG 

贵宾室 BUSINESS LOUNGE ‘ZRINJEVAC’  

位置 空侧 – 在护照检查和安全检查后，沿楼梯或乘升降机往上层。贵宾室 

位于右侧。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00  

营业时间可能因季节变更。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l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需另外收费。 

 
ZANZIBAR (尚吉巴) Abeid Amani Karume International - ZNZ 

贵宾室 ZANZIBAR DHOW LOUNGE 

位置 国际第 2 航站。空侧 – 通过国际离境区内最后安全检查，朝左边往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廿四小时开放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3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m l  
  

ZHENGZHOU (郑州) Xingzheng International - CGO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免税区对面。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传真服务需另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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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郑州) Xingzheng International - CGO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际航站。空侧 – 安全及出境检查后，前往 2 楼离境大堂，1 登机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

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传真服务需另外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右转，贵宾室位于 9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传真服务需另外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左转，贵宾室位于 11 登机区旁。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传真服务需另外收费。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安全检查后，乘 8 登机区对面的自动扶梯往 16 登机区对面

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传真服务需另外收费。 

贵宾室 VIP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 1 楼，西翼 5 号出口。 

营业时间 每日 07.3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最久可停留 2 小时。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 

须配合适当穿着礼仪。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国际传真服务需另外收费。 

 
ZHUHAI (珠海) Airport - ZUH 

贵宾室 GOLDEN CENTURY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地侧 – 贵宾室位于 2 楼离境大堂，安全检查前。 

营业时间 每日 07.00 – 21.00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只提供本地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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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HAI (珠海) Airport - ZUH 

贵宾室 FIRST CLASS LOUNGE  
位置 国内航站。空侧 – 通过安全检查后，贵宾室位于 1 登机区附近。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90 分钟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只限国内航班乘客使用。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m l 
含酒精饮料需另收费。 

 

ZILINA (斯洛伐克) Airport - ILZ 

贵宾室 GATE VIP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办理登机及护照检查后，贵宾室位于安全检查后面。 

营业时间 贵宾室将于第一班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开放，并于最后航班起飞后关闭。 

相关规定 持卡者不可直接前往贵宾室，而必须先往地侧的登机柜台(Check-in Desk)， 

并表明自己为持卡人。服务人员才提供邀请卡以通过办理登机及护照检查往 

贵宾室 。只限国际航班乘客使用。12 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每持卡者最多 

2 位同行宾客。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l 

 

ZURICH (苏黎世) Airport - ZRH 

贵宾室 DNATA SKYVIEW LOUNGE  

位置 空侧 – 通过登机证检查 Check-in No. 1 或 Check-in No. 2 后，左转并朝 

B 登机区方向，遵循标示往位于 3 楼 Airside Centre 的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进入。禁止吸烟。电话设施需另收费。 

設施提供 s m l  

贵宾室 ONEWORLD LOUNGE  

位置 空侧 – 申根区。通过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位于 3 楼 Airside Centre 的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提供 60 分钟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随后使用需另收费。  

贵宾室 PANORAMA LOUNGE  

位置 空侧 – E 闸口。通过安全检查后，于 2 楼离境层乘升降机或沿楼梯往 3 楼。 

遵循标示往位于 E45 登机区楼上之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2.0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最多 4 位同行宾客。6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 

可免费进入贵宾室。禁止吸烟 (吸烟间设于贵宾室 35 米外)。 

设施提供 z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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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ICH (苏黎世) Airport - ZRH 

贵宾室 ASPIRE LOUNGE  

位置 空侧 – 申根区。通过安全检查后，遵循标示往位于 3 楼 Airside Centre 的 

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30 – 21.00  

相关规定 禁止吸烟。 

设施提供 s m l  

  提供 60 分钟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随后使用需另收费。  

贵宾室 SWISS INTERNATIONAL AIRLINES LOUNGE 

位置 空侧 – 护照检查后，遵循标示往‘Swiss Lounges’，A 和 B 登机区之间。 

贵宾室位于 2 楼 ‘Airside Centre’，可从 Check-in No. 1 或 Check-in No. 2 

进入贵宾室。 

营业时间 每日 05.45 – 22.45 

相关规定 6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分设吸烟区。 

设施提供 z m l 
贵宾室 SWISS LOUNGE D 

位置 空侧 –  贵宾室位于非申根区，中转 D 区。 

营业时间 每日 06.00 – 20.30 

相关规定 只限非申根航班乘客使用。6 岁以下儿童并由成人陪同可免费进入贵宾室。 

                      禁止吸烟。提供自助餐。 

设施提供 sm l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