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祥鹏航空推出“越GO越惠”活动

在祥鹏航空官网上购买指定航线即赠送机票代金券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现在，11月的活动开始了哟！

不信来试！不信来试！不信来试！

手快有手慢无！手快有手慢无！手快有手慢无！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活动时间：11月

◆活动航线：详情见下表



◆活动对象：祥鹏航空官网个人用户

◆赠送条件：在祥鹏航空官网购买指定航线机票，一张机票可

赠送一张机票代金券；

◆申请方式：在活动时间内购买指定航线的机票，购买后若有

需要，可发邮件到 luckyaircp@163.com 申请，申请时只要代金券

数量充裕即视为申请成功，申请成功后 1-2 个工作日（不含周末、节

假日）机票代金券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上；

◆赠送代金券金额：50元

11 月参与活动航线详表

起飞机场 落地机场 航班号

安庆 昆明 8L9960

安庆 宁波 8L9959

西双版纳 大理 8L9930

西双版纳 昆明
8L9915,8L9905,8L9909,8L9907,8L9901,8L9903,8L9917,8L9913,

8L9911

西双版纳 丽江 8L9927,8L9925,8L9535

成都 郑州 8L9629

成都 乌鲁木齐 8L9619

成都 西安 8L9617

大理 西双版纳 8L9929

大理 昆明 8L9942



大连 昆明 8L9892

大连 武汉 8L9892

大同 昆明 8L9684

大同 太原 8L9684

香格里拉 昆明 8L9850

福州 昆明 8L9882

福州 南宁 8L9882

赣州 杭州 8L9874

贵阳 丽江 8L9838,8L9896

贵阳 徐州 8L9837

贵阳 揭阳 8l9895

贵阳 郑州 8l9566

海口 郑州 8L9564

海口 成都 8L9610

海口 昆明 8L9556,8L9972

呼和浩特 昆明 8L9986

呼和浩特 太原 8L9986

淮安 昆明 8L9648

淮安 天津 8l9647

济南 沈阳 8L9687

揭阳 昆明 8l9670

揭阳 丽江 8L9896

揭阳 贵阳 8L9896

昆明 安庆 8L9959

昆明 郑州 8L9955,8L9951.8L9973,8l9685

昆明 大同 8L9683

昆明 迪庆 8L9849

昆明 大连 8L9891

昆明 大理 8L9942

昆明 福州 8L9881

昆明 呼和浩特 8L9985

昆明 杭州 8L9623,8L9879,8L9873

昆明 西双版纳
8L9916,8L9906,8L9910,8L9908,8L9902,8L9904,8L9918,8L9914,

8L9912

昆明 赣州 8L9873

昆明 兰州 8L9991,8l9997

昆明 丽江 8L9801,8L9803,8L9919

昆明 宁波 8L9871,8L9959

昆明 南宁 8L9881



昆明 上海虹桥 8L9887

昆明 普洱 8L9841,8L9807

昆明 青岛 8L9869

昆明 腾冲 8L9521,8L9857,8L9845,8L9851

昆明 济南 8L9688,8L9866

昆明 太原 8L9683,8L9985

昆明 乌鲁木齐 8L9991,8l9997

昆明 武汉 8L9939,8L9891,8L9869

昆明 西安 8L9993

昆明 徐州 8L9863

昆明 宜春 8L9887

昆明 长沙 8l9977

昆明 沈阳 8l9687

昆明 淮安 8l9647

昆明 天津 8l9647

昆明 温州 8l9897

昆明 南昌 8l9899,8l9599

昆明 珠海 8l9893

昆明 揭阳 8l9669

兰州 昆明 8L9992,8L9998

兰州 丽江 8L9816

兰州 绵阳 8L9816

兰州 乌鲁木齐 8L9991,8l9997

丽江 兴义 8L9825

丽江 郑州 8L9819,8L9657

丽江 西双成都 8L9625

丽江 版纳 8L9928,8L9926,8L9536

丽江 贵阳 8L9837,8L9895

丽江 兰州 8L9816

丽江 绵阳 8L9816

丽江 宁波 8L9825

丽江 南京 8L9654

丽江 西安 8L9839

丽江 徐州 8L9837

丽江 揭阳 8l9895

泸州 丽江 8L9654

泸州 南京 8L9653

泸州 郑州 8l9576

芒市 昆明 8L9932,8L9936,8L9644,8L9520



绵阳 兰州 8L9815

绵阳 丽江 8L9816

绵阳 郑州 8l9560

南昌 昆明 8l9900

南京 丽江 8L9654

南宁 福州 8L9881

南宁 郑州 8L9572

宁波 兴义 8L9826

宁波 安庆 8L9960

宁波 昆明 8L9960,8L9872

宁波 丽江 8L9826

宁波 宜昌 8L9872

普洱 昆明 8L9808.8L9842

青岛 昆明 8L9870

泉州 郑州 8l9562

三亚 昆明 8L9966

沈阳 济南 8L9688

沈阳 昆明 8L9688

太原 大同 8L9683

太原 呼和浩特 8L9985

太原 昆明 8L9684,8L9986

腾冲 昆明 8L9522,8L9858,8L9846,8L9852

天津 昆明 8L9868,8L9648

天津 淮安 8L9648

温州 昆明 8L9898

乌鲁木齐 昆明 8L9992,8L9998

乌鲁木齐 兰州 8L9992,8L9998

乌鲁木齐 成都 8L9620

武汉 大连 8L9891

武汉 昆明 8L9958,8L9904,8L9892,8L9870

武汉 青岛 8L9869

西安 昆明 8L9994

西安 成都 8L9618

兴义 丽江 8L9826

兴义 宁波 8L9825

徐州 重庆 8L9864

徐州 昆明 8L9864

徐州 丽江 8L9838

宜昌 宁波 8L9871



◆代金券使用规则：

1、所获代金券只可用于活动航线，详情参见下方详表；

2、当月发放的代金券只可用于购买当月的航班，按自然月计算；

3、代金券只可用于官网“保价护航”产品；

4、代金券只可当票面价格高于 100元时才可使用；

5、订单出票后，不论是否提交退票，抵用券视为已使用，未出

票情况下取消订单，抵用券可继续使用；

6、现金抵用券只能抵用订单中的票面金额，不得抵扣税费，不

得抵扣变更时的变更费及升舱费，不得兑换现金、遗失不补；

7、抵用券需在有效期内根据限制条件使用，逾期视为作废；

8、若发现申领后倒卖现象，祥鹏航空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处罚。

9、签转、变更、退票规则：

㈠签转：原则上不得自愿签转；

宜春 上海虹桥 8L9887

长沙 昆明 8L9978

郑州 成都 8L9630

郑州 海口 8L9563

郑州 昆明 8L9956,8L9952,8L9974,8l9686

郑州 丽江 8L9820

郑州 南宁 8L9571

郑州 泉州 8L9561

郑州 贵阳 8L9665

郑州 绵阳 8L9559

郑州 泸州 8L9575

重庆 昆明 8L9864

重庆 丽江 8L9818

重庆 徐州 8L9863

珠海 昆明 8l9894



①在 F、Y舱订座享受本产品优惠的客票，如自愿签转需补齐实

付价与订座舱位对应公布运价之间的差额，同时根据订座舱位的变更

规定，以票面价计收变更费；

②其它舱位均不得自愿签转；

③非自愿签转，按照祥鹏现行的不正常航班票务规定处理；

㈡变更：

①同舱变更：根据订座舱位的变更规定，以票面价计收变更费，

使用抵用券抵扣的金额不需补交；

②升舱改期：根据订座舱位的变更规定，以票面价计收变更费，

同时收取新客票舱位与旧客票舱位之间的差价，抵用券抵扣的部分不

需补交；

③非自愿变更，按照祥鹏现行的不正常航班票务规定处理；

㈢ 退票：

①按照订座舱位的退票规定以票面价计收退票费，以实付价减去

退票手续费后，余额退还旅客；

②升舱后退票，剩余部分根据本条第 1款，按新客票舱位及退座

时间收取退票费；

③非自愿退票，全额退还旅客实付金额（含民航发展基金及燃油

附加费）；

㈣ 退改签办理地点：仅限原出票地办理；

㈤ 其它规定参照祥鹏航空现行的国内航班多舱位管理规定执

行。



◆活动咨询电话：95071950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祥鹏航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