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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北京首都-迪拜-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北京首都-阿布扎比 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北京首都-迪拜 阿联酋航空公司 外航 14 客货混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曼谷-上海浦东-曼谷-金奈-阿布扎比 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曼谷-上海浦东-曼谷-孟买-阿布扎比 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上海浦东-德里-阿布扎比 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广州-迪拜 阿联酋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曼谷-广州-曼谷-迪拜 阿联酋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曼谷-上海浦东-曼谷-迪拜 阿联酋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上海浦东-迪拜 阿联酋航空公司 外航 5 全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上海浦东-孟买-迪拜 阿联酋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阿塞拜疆 巴库-上海浦东-巴库 阿塞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空公司 外航 9 全货
阿塞拜疆 巴库-天津-郑州-巴库 阿塞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阿塞拜疆 巴库-郑州-巴库 阿塞拜疆丝绸之路西部航空公司 外航 6 全货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北京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5 客货混合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成都-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2 客货混合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广州-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5 客货混合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上海浦东-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5 客货混合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广州-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1 全货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列日-广州-孟买-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2 全货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列日-广州-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3 全货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列日-上海浦东-德里-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1 全货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列日-上海浦东-重庆-德里-亚的斯亚贝

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1 全货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上海浦东-德里-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 外航 1 全货
奥地利 北京首都-维也纳-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澳大利亚 成都-墨尔本-成都 四川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澳大利亚 广州-墨尔本-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11 客货混合
澳大利亚 广州-悉尼-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澳大利亚 厦门-悉尼-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澳大利亚 上海浦东-墨尔本-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澳大利亚 上海浦东-悉尼-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澳大利亚 悉尼-曼谷-上海浦东-安克雷奇-纽约肯尼迪 澳洲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澳大利亚 悉尼-曼谷-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 澳洲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澳大利亚 悉尼-上海浦东-安克雷奇-纽约肯尼迪 澳洲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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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悉尼-上海浦东-悉尼 澳洲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澳大利亚 悉尼-重庆-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 澳洲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巴基斯坦 北京首都-伊斯兰堡-卡拉奇-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巴基斯坦 乌鲁木齐-伊斯兰堡-乌鲁木齐 南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巴基斯坦 昆明-卡拉奇-昆明 圆通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白俄罗斯-匈牙利 北京首都-明斯克-布达佩斯-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比利时 北京首都-布鲁塞尔-北京首都 海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比利时 南昌-列日-南昌 国货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比利时 列日-杭州-列日 比利时ASL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比利时 列日-济南-列日 比利时ASL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比利时 列日-上海浦东-列日 比利时ASL航空公司 外航 4 全货
波兰 北京首都-华沙-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丹麦 北京首都-哥本哈根-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德国 北京首都-法兰克福-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0 客货混合
德国 北京首都-慕尼黑-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德国 上海浦东-法兰克福-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德国 上海浦东-法兰克福-上海浦东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德国 广州-法兰克福-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德国 上海浦东-法兰克福-北京首都-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德国 上海浦东-法兰克福-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德国 上海浦东-法兰克福-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6 全货
德国 上海浦东-法兰克福-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德国 上海浦东-重庆-法兰克福-北京首都-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德国 法兰克福-阿拉木图-广州-新西伯利亚-法兰克福 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德国 法兰克福-新西伯利亚-北京首都-新西伯利亚-法兰克福 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4 全货

德国
法兰克福-新西伯利亚-成都-上海浦东-新西伯利亚-法

兰克福
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德国 法兰克福-新西伯利亚-上海浦东-新西伯利亚-法兰克福 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7 全货
德国 莱比锡-首尔仁川-上海浦东-法兰克福 德国欧陆航空 外航 1 全货
德国 莱比锡-首尔仁川-上海浦东-莱比锡 德国欧陆航空 外航 5 全货

俄罗斯 北京首都-莫斯科-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俄罗斯 广州-莫斯科-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俄罗斯 上海浦东-莫斯科-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俄罗斯 莫斯科-北京首都-莫斯科 俄罗斯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俄罗斯 莫斯科-广州-莫斯科 俄罗斯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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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莫斯科 俄罗斯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俄罗斯 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叶卡捷琳堡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 哈巴罗夫斯克-郑州-新西伯利亚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北京首都-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5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北京首都-郑州-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成都-郑州-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7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上海浦东-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北京首都-郑州-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海浦东-深圳-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海浦东-重庆-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安克雷奇-洛杉矶(I7)-芝加哥-莫斯

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安克雷奇-洛杉矶-芝加哥-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3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深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上海浦东-重庆-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深圳-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深圳-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叶卡捷琳堡-上海浦东-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郑州-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莫斯科-重庆-莫斯科 俄罗斯空桥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哈尔滨-叶卡捷琳堡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杭州-新西伯利亚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外航 4 全货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郑州-新西伯利亚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郑州-新西伯利亚 俄罗斯天门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俄罗斯 叶卡捷琳堡-哈尔滨-叶卡捷琳堡 俄罗斯航星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俄罗斯-比利时 成都-叶卡捷琳堡-布鲁塞尔-叶卡捷琳堡-西安 四川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法国 北京首都-巴黎戴高乐-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法国 广州-巴黎戴高乐-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法国 上海浦东-巴黎戴高乐-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法国 上海浦东-巴黎戴高乐-上海浦东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菲律宾 广州-马尼拉-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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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海口-克拉克-海口 长龙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菲律宾 杭州-克拉克-杭州 长龙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菲律宾 泉州-马尼拉-泉州 厦门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菲律宾 厦门-马尼拉-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菲律宾 杭州-马尼拉-杭州 圆通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芬兰 上海浦东-赫尔辛基-上海浦东 吉祥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韩国 北京首都-釜山-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韩国 北京首都-首尔金浦-北京首都 南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韩国 北京首都-首尔仁川-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4 客货混合
韩国 北京首都-首尔仁川-北京首都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韩国 长春-首尔仁川-长春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韩国 大连-首尔仁川-大连 南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韩国 广州-首尔仁川-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韩国 哈尔滨-首尔仁川-哈尔滨 南航 国内公司 8 客货混合
韩国 济南-首尔仁川-济南 山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韩国 牡丹江-首尔仁川-牡丹江 南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韩国 南京-首尔仁川-南京 东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韩国 青岛-首尔仁川-青岛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韩国 青岛-首尔仁川-青岛 青岛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韩国 青岛-首尔仁川-青岛 山东航 国内公司 14 客货混合
韩国 厦门-首尔仁川-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韩国 上海虹桥-首尔金浦-上海虹桥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韩国 上海浦东-釜山-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韩国 上海浦东-首尔仁川-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韩国 上海浦东-首尔仁川-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韩国 上海浦东-首尔仁川-上海浦东 上海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韩国 深圳-首尔仁川-深圳 深圳航 国内公司 6 客货混合
韩国 沈阳-首尔仁川-沈阳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韩国 威海-首尔仁川-威海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韩国 烟台-首尔仁川-烟台 东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韩国 延吉-首尔仁川-延吉 国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韩国 延吉-首尔仁川-延吉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韩国 盐城-首尔仁川-盐城 东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韩国 釜山-青岛-釜山 韩国釜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韩国 釜山-沈阳-釜山 韩亚航空 外航 2 客货混合

4/21 20-2-13



附件1：中外航空公司国际航班计划（2月17日-23日）

国家 航线 公司 公司标识 周班次 客货标识

韩国 首尔金浦-北京首都-首尔金浦 大韩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金浦-上海虹桥-首尔金浦 大韩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金浦-上海虹桥-首尔金浦 韩亚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北京首都-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北京首都-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长春-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9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成都-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3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大连-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4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大连-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4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广州-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4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广州-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4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哈尔滨-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3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杭州-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4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牡丹江-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3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南京-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3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青岛-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青岛-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上海浦东-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上海浦东-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深圳-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3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沈阳-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威海-首尔仁川 韩国济州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威海-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西安-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2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延吉-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4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延吉-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5 客货混合
韩国 首尔仁川-盐城-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3 客货混合
韩国 上海浦东-首尔仁川-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6 全货
韩国 西安-首尔仁川-西安 邮政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韩国 盐城-首尔仁川-盐城 圆通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成都-首尔仁川 韩国仁川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广州-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7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广州-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河内-广州-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2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河内-重庆-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1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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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首尔仁川-上海浦东-安克雷奇-纽约肯尼迪-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3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上海浦东-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9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上海浦东-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7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天津-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5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天津-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5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威海-首尔仁川 韩国仁川航空公司 外航 4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武汉-安克雷奇-哥伦布里肯巴克-洛杉矶-安

克雷奇-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武汉-安克雷奇-芝加哥-安克雷奇-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武汉-安克雷奇-芝加哥-纽约肯尼迪-安克雷

奇-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西安-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2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西安-首尔仁川 大韩航空 外航 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西安-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西安-重庆-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烟台-首尔仁川 韩国仁川航空公司 外航 11 全货
韩国 首尔仁川-烟台-首尔仁川 韩亚航空 外航 3 全货
荷兰 北京首都-阿姆斯特丹-北京首都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荷兰 广州-阿姆斯特丹-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荷兰 厦门-阿姆斯特丹-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荷兰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荷兰 广州-阿姆斯特丹-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荷兰 广州-重庆-阿姆斯特丹-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荷兰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荷兰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荷兰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荷兰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天津-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1 全货
荷兰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重庆-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荷兰 上海浦东-重庆-阿姆斯特丹-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荷兰-比利时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列日-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1 全货
荷兰-西班牙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萨拉戈萨-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1 全货
荷兰-西班牙 上海浦东-阿姆斯特丹-萨拉戈萨-天津-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1 全货

加拿大 北京首都-多伦多-北京首都 海航 国内公司 12 客货混合
加拿大 北京首都-蒙特利尔-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加拿大 北京首都-温哥华-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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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成都-沈阳-温哥华-沈阳-成都 四川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加拿大 广州-温哥华-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加拿大 杭州-青岛-温哥华-青岛-杭州 首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加拿大 厦门-温哥华-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加拿大 上海浦东-多伦多-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加拿大 上海浦东-温哥华-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0 客货混合

加拿大-古巴 北京首都-蒙特利尔-哈瓦那-蒙特利尔-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柬埔寨 北京首都-广州-金边-广州-北京首都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柬埔寨 北京首都-金边-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6 客货混合
柬埔寨 成都-金边-成都 春秋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广州-金边-广州 春秋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柬埔寨 广州-暹粒-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柬埔寨 揭阳潮汕-金边-揭阳潮汕 春秋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昆明-金边-昆明 东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柬埔寨 昆明-西哈努克-昆明 瑞丽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柬埔寨 厦门-金边-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上海浦东-金边-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柬埔寨 上海浦东-金边-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柬埔寨 深圳-金边-深圳 春秋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深圳-金边-深圳 深圳航 国内公司 6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成都-金边 柬埔寨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成都-金边 柬埔寨景成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福州-金边 柬埔寨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福州-金边 柬埔寨景成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广州-金边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杭州-金边 柬埔寨景成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深圳-金边 柬埔寨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温州-金边 柬埔寨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柬埔寨 金边-郑州-金边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长沙-西哈努克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成都-西哈努克 柬埔寨天空吴哥航空 外航 3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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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西哈努克-福州-西哈努克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广州-西哈努克 柬埔寨景成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揭阳潮汕-西哈努克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昆明-西哈努克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南昌-西哈努克 柬埔寨景成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南昌-西哈努克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厦门-西哈努克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深圳-西哈努克 柬埔寨景成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深圳-西哈努克
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

司
外航 5 客货混合

柬埔寨 西哈努克-武汉-西哈努克 柬埔寨天空吴哥航空 外航 1 客货混合
卡塔尔 多哈-广州-多哈 卡塔尔航空 外航 3 全货
卡塔尔 多哈-上海浦东-多哈 卡塔尔航空 外航 4 全货
老挝 广州-万象-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老挝 昆明-万象-昆明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老挝 万象-长沙黄花-万象 老挝国家航空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卢森堡 卢森堡-阿拉木图-郑州-安克雷奇-芝加哥-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第比利斯-阿什哈巴德-郑州-布达佩斯-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新加坡-吉隆坡-郑州-安克雷奇-芝加哥-安克雷

奇-郑州-布达佩斯-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新西伯利亚-北京首都-厦门-曼谷-新西伯利亚-

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新西伯利亚-上海浦东-新西伯利亚-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7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新西伯利亚-郑州-小松-安克雷奇-芝加哥-卢森

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新西伯利亚-郑州-新西伯利亚-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郑州-安克雷奇-亚特兰大-芝加哥-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郑州-安克雷奇-芝加哥-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郑州-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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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 卢森堡-郑州-厦门-安克雷奇-洛杉矶-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郑州-小松-安克雷奇-芝加哥-亚特兰大-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卢森堡 卢森堡-郑州-新西伯利亚-伦敦斯坦斯特德-卢森堡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马来西亚 北京首都-吉隆坡-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广州-槟城-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广州-吉隆坡-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青岛-厦门-吉隆坡-厦门-青岛 厦门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上海浦东-吉隆坡-上海浦东 上海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槟城-成都-槟城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北京大兴-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8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北京首都-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长沙-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成都-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广州-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广州-吉隆坡 马来西亚马印航空 外航 7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广州-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海口-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杭州-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揭阳潮汕-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昆明-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兰州中川-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南宁-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上海浦东-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11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上海浦东-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深圳-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武汉-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西安-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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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吉隆坡-郑州-吉隆坡 马来西亚马印航空 外航 4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重庆-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吉隆坡-重庆-吉隆坡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长途）有限

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新山-广州-新山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马来西亚 郑州-吉隆坡-郑州 顺丰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马来西亚 哥打基纳巴卢-上海浦东-槟城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全货
马来西亚 哥打基纳巴卢-上海浦东-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全货
马来西亚 吉隆坡-广州-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全货
马来西亚 吉隆坡-上海浦东-吉隆坡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北京首都-洛杉矶-旧金山-洛杉矶-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美国 北京首都-纽约肯尼迪-华盛顿-纽约肯尼迪-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美国 福州-纽约肯尼迪-福州 厦门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美国 福州-上海浦东-纽约肯尼迪-上海浦东-福州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美国 厦门-青岛-洛杉矶-青岛-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美国 上海浦东-洛杉矶-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美国 沈阳-洛杉矶-沈阳 南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美国 北京首都-上海浦东-洛杉矶-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美国 广州-安克雷奇-洛杉矶-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6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达拉斯-纽约肯尼迪-北京首都-上

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1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达拉斯-纽约肯尼迪-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纽约肯尼迪-北京首都-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1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安克雷奇-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北京首都-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9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8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成都-安克雷奇-芝加哥-安克雷奇-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洛杉矶-北京首都-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4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洛杉矶-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洛杉矶-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大阪关西-上海浦东-东京成田-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广州-首尔仁川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广州-科隆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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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安克雷奇-东京成田-深圳-大阪关西-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东京成田-深圳-东京成田-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5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关岛-上海浦东-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上海浦东-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11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深圳-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首尔仁川-上海浦东-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首尔仁川-上海浦东-首尔仁川-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首尔仁川-深圳-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安克雷奇-首尔仁川-郑州-首尔仁川-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6 全货
美国 奥克兰国际-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巴黎戴高乐-德里-广州-德里-迪拜-巴黎戴高乐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5 全货
美国 巴黎戴高乐-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巴黎戴高乐-广州-科隆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巴黎戴高乐-孟买-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槟城-曼谷-广州-吉隆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北京首都-首尔仁川-安克雷奇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5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广州-河内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广州-科隆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广州-克拉克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广州-首尔仁川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安克雷奇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东京成田-安克雷奇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大阪关西-孟菲斯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东京成田-大阪关西-孟菲斯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孟菲斯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东京成田-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东京成田-广州-克拉克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东京成田-广州-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大阪关西-奥克兰国际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孟菲斯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费城-科隆-迪拜-上海浦东-迪拜-科隆-费城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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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费城-科隆-迪拜-上海浦东-首尔仁川-阿拉木图-华沙-

科隆-费城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费城-科隆-迪拜-深圳-曼谷-孟买-科隆-费城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费城-科隆-上海浦东-首尔仁川-阿拉木图-华沙-科隆-

费城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费城-科隆-深圳-迪拜-科隆-费城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费城-科隆-深圳-曼谷-孟买-科隆-费城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哈恩-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辛辛那提 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河内-广州-河内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胡志明市-广州-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吉隆坡-槟城-广州-胡志明市-雅加达-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吉隆坡-槟城-广州-吉隆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吉隆坡-广州-首尔仁川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克拉克-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克拉克-广州-克拉克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克拉克-广州-曼谷-槟城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4 全货
美国 列日-广州-列日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路易斯维尔-迪拜-深圳-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5 全货

美国
洛杉矶-东京成田-首尔仁川-上海浦东-安克雷奇-洛杉

矶
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洛杉矶-东京成田-首尔仁川-上海浦东-洛杉矶 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洛杉矶-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洛杉矶-首尔仁川-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辛辛那提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洛杉矶-首尔仁川-上海浦东-洛杉矶 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洛杉矶-檀香山-奥克兰国际-悉尼-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洛杉矶-檀香山-悉尼-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马尼拉-广州-马尼拉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6 全货
美国 迈阿密-安克雷奇-合肥-安克雷奇-迈阿密 美国康尼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迈阿密-安克雷奇-宁波-安克雷奇-芝加哥 美国康尼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迈阿密-萨拉戈萨-郑州-阿拉木图-萨拉戈萨-迈阿密 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曼谷-广州-吉隆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孟菲斯-东京成田-北京首都-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孟菲斯-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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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孟菲斯-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广州-首尔仁川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孟菲斯-首尔仁川-深圳-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孟菲斯-檀香山-悉尼-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孟菲斯-西雅图-安克雷奇-上海浦东-列日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5 全货
美国 名古屋-上海浦东-东京成田-安克雷奇-辛辛那提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纽约肯尼迪-安克雷奇-杭州-安克雷奇-纽约肯尼迪 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纽约肯尼迪-安克雷奇-青岛-安克雷奇-纽约肯尼迪 美国康尼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5 全货
美国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6 全货
美国 深圳-吉隆坡-深圳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5 全货
美国 深圳-克拉克-深圳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6 全货
美国 深圳-首尔仁川-深圳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6 全货
美国 深圳-新加坡-深圳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6 全货
美国 首尔仁川-北京首都-首尔仁川-安克雷奇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首尔仁川-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首尔仁川-广州-上海浦东-孟菲斯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首尔仁川-广州-首尔仁川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首尔仁川-广州-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首尔仁川-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辛辛那提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檀香山-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檀香山-悉尼-上海浦东-安克雷奇 美国UPS联合包裹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悉尼-广州-大阪关西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悉尼-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悉尼-广州-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悉尼-深圳-大阪关西-孟菲斯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新加坡-广州-东京成田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新加坡-广州-曼谷-槟城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新加坡-广州-上海浦东-孟菲斯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新加坡-广州-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新加坡-曼谷-广州-胡志明市-雅加达-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新加坡-曼谷-广州-雅加达-新加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辛辛那提-安克雷奇-东京成田-名古屋-上海浦东-东京

成田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辛辛那提-东京成田-名古屋-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辛辛那提-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辛辛那提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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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辛辛那提-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辛辛那提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辛辛那提-名古屋-深圳-东京成田 美国博立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辛辛那提-温哥华-首尔仁川-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辛辛

那提
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美国 芝加哥-安克雷奇-合肥-安克雷奇-芝加哥 美国康尼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芝加哥-安克雷奇-上海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 美国康尼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外航 2 全货
美国 芝加哥-安克雷奇-无锡-安克雷奇-芝加哥 美国康尼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芝加哥-安克雷奇-武汉-安克雷奇-芝加哥 美国康尼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外航 3 全货

美国
芝加哥-哈利法克斯-安克雷奇-长沙黄花-安克雷奇-芝

加哥
美国天空租赁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孟加拉 北京首都-昆明-达卡-昆明-北京首都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孟加拉 广州-达卡-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孟加拉 达卡-广州-达卡 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缅甸 德宏-曼德勒-德宏 瑞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缅甸 广州-仰光-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缅甸 呼和浩特-昆明-仰光-昆明-呼和浩特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缅甸 昆明-曼德勒-昆明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缅甸 上海浦东-仰光-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6 客货混合
南非 北京首都-深圳-约翰内斯堡-深圳-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尼泊尔 成都-加德满都-成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尼泊尔 广州-加德满都-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尼泊尔 昆明-加德满都-昆明 东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葡萄牙 北京大兴-西安-里斯本-西安-北京大兴 首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日本 北京首都-大阪关西-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8 客货混合
日本 北京首都-大阪关西-北京首都 深圳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北京首都-大连-福冈-大连-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北京首都-东京羽田-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4 客货混合
日本 北京首都-名古屋-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北京首都-札幌-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长春-东京成田-长春 南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日本 长沙-大阪关西-长沙 吉祥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大连-大阪关西-大连 南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日本 大连-东京成田-大连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福州-大阪关西-福州 厦门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日本 福州-东京成田-福州 厦门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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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广州-大阪关西-广州 春秋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广州-大阪关西-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广州-东京羽田-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广州-名古屋-广州 上海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日本 哈尔滨-大阪关西-哈尔滨 南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日本 哈尔滨-东京成田-哈尔滨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兰州-上海浦东-名古屋-上海浦东-兰州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南京-大阪关西-南京 吉祥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南京-东京成田-南京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南通-大阪关西-南通 深圳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厦门-大阪关西-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厦门-东京成田-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虹桥-东京羽田-上海虹桥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冲绳-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冲绳-上海浦东 吉祥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4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国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吉祥航 国内公司 14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国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吉祥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羽田-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4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羽田-上海浦东 吉祥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福冈-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福冈-上海浦东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广岛-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名古屋-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名古屋-上海浦东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名古屋-上海浦东 吉祥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小松-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札幌-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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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上海浦东-札幌-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札幌-上海浦东 吉祥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上海浦东-佐贺-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深圳-大阪关西-深圳 深圳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深圳-东京成田-深圳 深圳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沈阳-大阪关西-沈阳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沈阳-东京成田-沈阳 南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日本 天津-大阪关西-天津 天津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日本 乌鲁木齐-青岛-大阪关西-青岛-乌鲁木齐 山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无锡-大阪关西-无锡 深圳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日本 西安-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西安 东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日本 郑州-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郑州 上海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日本 大阪关西-北京首都-大阪关西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大阪关西-杭州-大阪关西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大阪关西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大阪关西 日本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成都-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大连-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大连-东京成田 日本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哈尔滨-东京成田 春秋航空日本株式会社 外航 2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青岛-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厦门-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4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春秋航空日本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4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成田-天津-东京成田 春秋航空日本株式会社 外航 2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北京首都-东京羽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北京首都-东京羽田 日本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广州-东京羽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广州-东京羽田 日本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上海虹桥-东京羽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上海虹桥-东京羽田 日本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上海浦东-东京羽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东京羽田-上海浦东-东京羽田 日本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日本 名古屋-天津-名古屋 日本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日本 北京首都-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6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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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南通-大阪关西-成都 四川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日本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邮政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日本 上海浦东-大阪关西-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5 全货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国货航 国内公司 6 全货
日本 上海浦东-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日本 烟台-东京成田-烟台 圆通航 国内公司 5 全货
日本 义乌-大阪关西-义乌 邮政航 国内公司 5 全货
日本 郑州-济南-大阪关西-郑州 龙浩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日本 大阪关西-青岛-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日本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大阪关西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日本 大阪关西-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大连-大阪关西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青岛-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厦门-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3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安克雷奇 日本货物航空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6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东京成田 日本货物航空株式会社 外航 11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天津-大连-大阪关西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日本 东京成田-天津-东京成田 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 外航 1 全货
瑞典 北京首都-斯德哥尔摩-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瑞士 北京首都-日内瓦-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斯里兰卡 上海浦东-科伦坡-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斯里兰卡 科伦坡-北京首都-科伦坡 斯里兰卡航空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斯里兰卡 科伦坡-广州-科伦坡 斯里兰卡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斯里兰卡 科伦坡-上海浦东-科伦坡 斯里兰卡航空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泰国 北京首都-曼谷-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泰国 北京首都-普吉-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泰国 成都-曼谷-成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泰国 成都-清莱-成都 四川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泰国 大连-福州-曼谷-福州-大连 厦门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泰国 广州-曼谷-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17 客货混合
泰国 广州-普吉-广州 春秋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泰国 广州-清迈-广州 春秋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泰国 昆明-曼谷-昆明 东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泰国 昆明-曼谷-昆明 昆明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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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昆明-清迈-昆明 祥鹏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泰国 昆明-西双版纳-清莱-西双版纳-昆明 瑞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泰国 昆明-西双版纳-清迈-西双版纳-昆明 瑞丽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泰国 厦门-曼谷-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泰国 上海浦东-曼谷-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泰国 上海浦东-曼谷-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14 客货混合
泰国 上海浦东-曼谷-上海浦东 上海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泰国 上海浦东-普吉-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11 客货混合
泰国 上海浦东-普吉-上海浦东 上海航 国内公司 8 客货混合
泰国 上海浦东-清迈-上海浦东 春秋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泰国 深圳-曼谷-深圳 深圳航 国内公司 8 客货混合
泰国 芭堤雅-成都-芭堤雅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芭堤雅-贵阳-芭堤雅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芭堤雅-海口-芭堤雅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芭堤雅-南宁-芭堤雅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甲米-重庆-甲米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北京首都-曼谷 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限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成都-曼谷 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限公司 外航 5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昆明-曼谷 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限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常州-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长沙-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长沙-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成都-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成都-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广州-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广州-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杭州-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杭州-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10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呼和浩特-曼谷廊曼 泰国皇雀航空公共有限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黄山-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济南-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昆明-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南昌-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长途）有限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南京-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南宁-曼谷廊曼 泰国泰新时代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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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曼谷廊曼-泉州-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三亚-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上海浦东-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上海浦东-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长途）有限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深圳-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深圳-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天津-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西安-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郑州-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重庆-曼谷廊曼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廊曼-重庆-曼谷廊曼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厦门-曼谷 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限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泰国 曼谷-上海浦东-曼谷 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限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普吉-贵阳-普吉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普吉-昆明-普吉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7 客货混合
泰国 普吉-上海浦东-普吉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清莱-深圳-清莱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2 客货混合
泰国 清迈-北京首都-清迈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清迈-成都-清迈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清迈-广州-清迈 泰国狮子蒙特里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泰国 清迈-泉州-清迈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清迈-三亚-清迈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清迈-上海浦东-清迈 泰国亚洲航空公司 外航 3 客货混合
泰国 西安-曼谷-西安 圆通航 国内公司 3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阿拉木图-广州-阿拉木图-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阿拉木图-广州-比什凯克-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阿拉木图-广州-比什凯克-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阿拉木图-广州-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阿拉木图-上海浦东-比什凯克-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比什凯克-广州-比什凯克-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比什凯克-广州-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比什凯克-上海浦东-比什凯克-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1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比什凯克-上海浦东-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上海浦东-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航空公司 外航 3 全货
西班牙 北京首都-巴塞罗那-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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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北京首都-马德里-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西班牙 上海浦东-巴塞罗那-上海浦东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西班牙-巴西 北京首都-马德里-圣保罗-马德里-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成都-新加坡-成都 国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新加坡 福州-新加坡-福州 厦门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新加坡 兰州-南宁-新加坡-南宁-兰州 北部湾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新加坡 厦门-新加坡-厦门 厦门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北京首都-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 外航 14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成都-新加坡 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 外航 6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广州-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厦门-新加坡 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 外航 6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上海浦东-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 外航 20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深圳-新加坡 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 外航 4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重庆-新加坡 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 外航 5 客货混合
新加坡 新加坡-曼谷-上海浦东-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 外航 7 全货
新加坡 新加坡-上海浦东-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 外航 7 全货

新加坡-泰国 上海浦东-新加坡-曼谷-上海浦东 中货航 国内公司 6 全货
新西兰 北京首都-奥克兰-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5 客货混合
新西兰 成都-奥克兰-成都 四川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新西兰 广州-奥克兰-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新西兰 上海浦东-奥克兰-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3 客货混合
伊朗 德黑兰-北京首都-德黑兰 伊朗马汉航空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伊朗 德黑兰-上海浦东-德黑兰 伊朗马汉航空公司 外航 1 客货混合

以色列 特拉维夫-列日-郑州-列日-特拉维夫 以色列CAL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外航 2 全货
意大利 米兰-首尔仁川-郑州-新西伯利亚-米兰 意卢货运航空公司 外航 2 全货
印度 北京首都-德里-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印度 北京首都-上海浦东-德里-上海浦东-北京首都 东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印度 成都-金奈-西安 四川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印度 深圳-德里-深圳 顺丰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印度 深圳-金奈-深圳 顺丰航 国内公司 7 全货
印度 西安-德里-成都 四川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印度 西安-孟买-南通 四川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英国 北京首都-伦敦希思罗-北京首都 国航 国内公司 7 客货混合
英国 广州-伦敦希思罗-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英国 青岛-伦敦希思罗-青岛 首都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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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上海浦东-伦敦希思罗-上海浦东 东航 国内公司 4 客货混合
英国 深圳-伦敦希思罗-深圳 深圳航 国内公司 2 客货混合
英国 天津-重庆-伦敦希思罗-重庆-天津 天津航 国内公司 1 客货混合
英国 广州-伦敦斯坦斯特德-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英国-德国 广州-伦敦斯坦斯特德-法兰克福-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越南 广州-胡志明市-河内-广州 南航 国内公司 2 全货
越南 郑州-合肥-河内-郑州 龙浩航 国内公司 8 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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