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免费托运行李

(一)北美航线

1.美国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每件行李重量上限
行李数量上

限
每件尺寸总限

中、美往返航线 公务舱 32公斤（70磅） 两件 158厘米（62英寸）

经济舱 23公斤（50磅） 两件 158厘米（62英寸）

婴儿 23公斤（50磅），另可免费托

运一辆折叠式婴儿车或摇篮，

如客舱空间允许，在征得乘务

长同意后可带入客舱

一件 115厘米（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会

员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每件行李

重量限额为：公务舱32公斤

（70磅）、经济舱23公斤（50

磅），每件行李三边之和不得

超过158厘米（62英寸）

三件 158厘米（62英寸）

金鹏银卡会

员

注：

1)在中美航线上，以下特定物品无论实际尺寸大小，均视为一件三边之和不超

过62英寸(158厘米)的行李：

①一个睡袋或一床铺盖；

②一个帆布背包；

③一副滑雪板带一副滑雪杖和一双滑雪靴，或一个滑雪板和一双雪靴；

④一个高尔夫球袋，包括高尔夫球杆和一双高尔夫球鞋；

⑤一个行李袋或一个 B-4 型袋子；

⑥一辆适当包装的自行车（单座旅行车或赛车，非马达驱动），车把固定在侧

面，去掉脚踏板；

⑦一副标准的滑水板或一副障碍滑水板；

⑧经适当包装的钓鱼用具，其数量不超过两根渔杆、一个卷轴、一副抄网、一

双钓鱼鞋和一个钓鱼用具箱；

⑨运动枪支，数量不超过一个步枪箱子，内装步枪不超过两支，子弹不超过10

磅（5 千克），一个射击垫子，一个消音器和小型步枪工具或两支猎枪和两个

猎枪箱子或一个手枪箱子内装手枪不超过五支，子弹不超过10 磅（5 千克），

一个消音器、一个手枪望远镜和小型手枪工具。

2)经西雅图搭乘美国航空公司（AA）、边疆航空公司（F9）中转至其他目的地

的旅客，与海南航空美国航线执行的行李运输规则相同。



3)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全

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的

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2.加拿大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每件行李重量上限
行李数量上

限
每件尺寸总限

中、加往返航线 头等舱/公

务舱

32公斤（70磅） 两件 158厘米（62英寸）

经济舱 23公斤（50磅） 两件 158厘米（62英寸）

婴儿 23公斤（50磅），另可免费托

运一辆折叠式婴儿车或摇篮，

如客舱空间允许，在征得乘务

长同意后可带入客舱

一件 115厘米（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会

员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每件行李

重量限额为：头等舱、公务舱

32公斤（70磅）、经济舱23

公斤（50磅），每件行李三边

之和不得超过158厘米（62英

寸）

三件 158厘米（62英寸）

金鹏银卡会

员

注：

1)在中加航线上，以下特定物品无论实际尺寸大小，均视为一件三边之和不超

过62英寸(158厘米)的行李：

①一个睡袋或一床铺盖；

②一个帆布背包；

③一副滑雪板带一副滑雪杖和一双滑雪靴，或一个滑雪板和一双雪靴；

④一个高尔夫球袋，包括高尔夫球杆和一双高尔夫球鞋；

⑤一个行李袋或一个 B-4 型袋子；

⑥一辆适当包装的自行车（单座旅行车或赛车，非马达驱动），车把固定在侧

面，去掉脚踏板；

⑦一副标准的滑水板或一副障碍滑水板；

⑧经适当包装的钓鱼用具，其数量不超过两根渔杆、一个卷轴、一副抄网、一

双钓鱼鞋和一个钓鱼用具箱；

⑨运动枪支，数量不超过一个步枪箱子，内装步枪不超过两支，子弹不超过10

磅（5 千克），一个射击垫子，一个消音器和小型步枪工具或两支猎枪和两个

猎枪箱子或一个手枪箱子内装手枪不超过五支，子弹不超过10 磅（5 千克），

一个消音器、一个手枪望远镜和小型手枪工具。



2)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全

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的

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二)欧洲航线

1.欧洲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行李数量上限
每件行李重

量上限
每件尺寸总限

欧洲航线(布鲁

塞尔、柏林)

头等舱/公

务舱

两件 32公斤（7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经济舱 一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留学生 留学生：两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婴儿 一件，另可免费托运一辆折叠

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舱空间

允许，在征得乘务长同意后可

带入客舱。

23公斤（50

磅）

115厘米

（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

银卡会员、

公司 VIP、

CIP 旅客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

头等舱、公

务舱32公斤

（70磅）；

经济舱23公

斤（50磅）

158厘米（62英寸）

注：

1)以上行李额为海航自营航班免费行李额。

2)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全

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的

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3)北京=布鲁塞尔/柏林航线留学生购买经济舱客票可享受2件（每件不超过23

公斤）免费行李额，购买公务舱客票仍享受公务舱免费行李额（2件，每件不

超过32公斤）。留学生免费行李额仅适用购买了留学生票的旅客，免票不适用，

订座编码中姓名后备注 SD，办理值机手续时，请出示相关留学生证明。网站

购票的留学生需凭借证件到售票处换开客票（换开客票可能需另外收取费用），

则可享受行李优惠政策。

2.俄罗斯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行李数量上限
每件行李重

量上限
每件尺寸总限

莫斯科 头等舱/公 两件 32公斤（70 158厘米



务舱 磅） （62英寸）

经济舱 两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婴儿 一件，另可免费托运一辆折叠

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舱空间

允许，在征得乘务长同意后可

带入客舱。

23公斤（50

磅）

115厘米

（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

银卡会员、

公司 VIP、

CIP 旅客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

头等舱、公

务舱32公斤

（70磅）；

经济舱23公

斤（50磅）

158厘米（62英寸）

注：

1)以上行李额为海航自营航班免费行李额。

2)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全

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的

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地区 客舱级别 行李数量上限
每件行李重

量上限
每件尺寸总限

圣彼得堡 头等舱/公

务舱

两件 32公斤（7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经济舱 一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留学生 两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婴儿 一件，另可免费托运一辆折叠

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舱空间

允许，在征得乘务长同意后可

带入客舱。

23公斤（50

磅）

115厘米

（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

银卡会员、

公司 VIP、

CIP 旅客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

头等舱、公

务舱32公斤

（70磅）；

经济舱23公

斤（50磅）

158厘米（62英寸）

注：

1）以上行李额为海航自营航班免费行李额。

2）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

全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

的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3) 北京=圣彼得堡航线留学生购买经济舱客票可享受2件（每件不超过23公斤）

免费行李额，购买公务舱客票仍享受公务舱免费行李额（2件，每件不超过32

公斤）。留学生免费行李额仅适用购买了留学生票的旅客，免票不适用，订座

编码中姓名后备注 SD，办理值机手续时，请出示相关留学生证明。网站购票

的留学生需凭借证件到售票处换开客票（换开客票可能需另外收取费用），则

可享受行李优惠政策。

(三)亚洲及地区航线(不含西亚)

1.两岸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总重量上限
行李数量上

限
每件尺寸总限

两岸航线 公务舱 30公斤（66磅） 请尽量限制

您的行李于

两件之内

托运行李每件最

大重量不能超过

32公斤，体积不能

超过40×60×100

厘米。超过上述规

定的行李，应事先

征得海南航空的

同意才能托运

经济舱 20公斤（44磅）

婴儿 10公斤（22磅），另可免费托

运一辆折叠式婴儿车或摇篮，

如客舱空间允许，在征得乘务

长同意后可带入客舱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会

员

再加20公斤（44磅）

金鹏银卡会

员

再加10公斤（22磅）

注：

1)如客票另有标识免费行李额的，免费行李额度按照客票标识执行。

2)台北航线留学生购买经济舱客票可享受30KG 免费行李额，购买公务舱客票

仍享受公务舱免费行李额（30公斤）。留学生免费行李额仅适用购买了留学

生票的旅客，免票不适用，订座编码中姓名后备注 SD，办理值机手续时，请

出示相关留学生证明。网站购票的留学生需凭借证件到售票处换开客票（换开

客票可能需另外收取费用），则可享受行李优惠政策。

3)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全

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的

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2.釜山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行李数量上限
每件行李重

量上限
每件尺寸总限

北京＝釜山 头等舱/公

务舱

一件 32公斤（7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经济舱 一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留学生 两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婴儿 一件，另可免费托运一辆折叠

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舱空间

允许，在征得乘务长同意后可

带入客舱。

10公斤（22

磅）

115厘米

（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

银卡会员、

公司 VIP、

CIP 旅客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

头等舱、公

务舱32公斤

（70磅）；

经济舱23公

斤（50磅）

158厘米（62英寸）

注：

1）以上行李额为海航自营航班免费行李额。

2）如客票另有标识免费行李额的，免费行李额度按照客票标识执行。

3）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

全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

的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4) 北京=釜山航线留学生购买经济舱客票可享受2件（每件不超过23公斤）免

费行李额，购买公务舱客票仍享受公务舱免费行李额（1件，每件不超过32公

斤）。留学生免费行李额仅适用购买了留学生票的旅客，免票不适用，订座编

码中姓名后备注 SD，办理值机手续时，请出示相关留学生证明。网站购票的

留学生需凭借证件到售票处换开客票（换开客票可能需另外收取费用），则可

享受行李优惠政策。

3.泰国、新加坡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行李数量上限
每件行李重

量上限
每件尺寸总限

北京＝曼谷/北

京＝普吉/太原

＝海口＝新加

坡/大连＝合肥

＝新加坡

头等舱/公

务舱

一件 32公斤（7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经济舱 一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留学生，海

员，劳工

两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婴儿 一件，另可免费托运一辆折叠

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舱空间

允许，在征得乘务长同意后可

带入客舱。

10公斤（22

磅）

115厘米

（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

银卡会员、

公司 VIP、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

头等舱、公

务舱32公斤

（70磅）；

158厘米（62英寸）



CIP 旅客 经济舱23公

斤（50磅）

注：

1）以上行李额为海航自营航班免费行李额。

2）如客票另有标识免费行李额的，免费行李额度按照客票标识执行。

3）大连=合肥、太原=海口免费行李额执行国内标准。

4）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

全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

的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5) 北京=曼谷，大连=合肥=新加坡，太原=海口=新加坡航线留学生，海员，劳

工购买经济舱客票可享受2件（每件不超过23公斤）免费行李额，购买公务舱

客票仍享受公务舱免费行李额（1件，每件不超过32公斤）。网站购票的留学

生，海员，劳工需凭借证件到售票处换开客票（换开客票可能需另外收取费用），

则可享受行李优惠政策。

4.阿拉木图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行李数量上限
每件行李重

量上限
每件尺寸总限

北京＝阿拉木

图

头等舱/公

务舱

两件 32公斤（7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经济舱 一件 32公斤（7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留学生 两件 23公斤（50

磅）

158厘米

（62英寸）

婴儿 一件，另可免费托运一辆折叠

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舱空间

允许，在征得乘务长同意后可

带入客舱。

10公斤（22

磅）

115厘米

（45英寸）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

银卡会员、

公司 VIP、

CIP 旅客

在相应舱位的免费行李额上

增加1件免费行李

头等舱、公

务舱32公斤

（70磅）；

经济舱32公

斤（70磅）

158厘米（62英寸）

注：

1）以上行李额为海航自营航班免费行李额。

2）如客票另有标识免费行李额的，免费行李额度按照客票标识执行。

3）自2011年4月1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

全程由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

的免费行李额请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4) 北京=阿拉木图航线留学生购买经济舱客票可享受2件（每件不超过23公斤）

免费行李额，购买公务舱客票仍享受公务舱免费行李额（2件，每件不超过32

公斤）。留学生免费行李额仅适用购买了留学生票的旅客，免票不适用，订座



编码中姓名后备注 SD，办理值机手续时，请出示相关留学生证明。网站购票

的留学生需凭借证件到售票处换开客票（换开客票可能需另外收取费用），则

可享受行李优惠政策。

注：包机航线行李标准请电话咨询海航24小时服务热线：950718

5.中国大陆航线免费行李额

地区 客舱级别 总重量上限 行李数量上限 每件尺寸总限

中国

大陆

航线

头等舱 40 公斤（88 磅） 请尽量限制您

的行李于两件

之内

托运行李每件最大重

量不能超过 50 公斤，

体积不能超过

40×60×100 厘米。超

过上述规定的行李，应

事先征得海南航空的

同意才能托运

公务舱 30 公斤（66 磅）

经济舱 20 公斤（44 磅）

婴儿 10 公斤（22 磅），另可免费托运

一辆折叠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

舱空间允许，在征得乘务长同意

后可带入客舱

儿童 等同成人免费行李额

金鹏金卡

会员

再加 20 公斤（44 磅）

金鹏银卡

会员

再加 10 公斤（22 磅）

注：

1)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已启用新的行李运输规则。您购买全程由

海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客票按照海航标准执行；海航与外航国际联运客票的免费行李额请

以实际客票的票面值为准。

二、逾重行李收费

(一)计件制逾重收费——北美航线、欧洲航线、俄罗斯航线、亚洲（釜山、泰国、新加坡、

阿拉木图）航线

1.美国及加拿大返航线上托运行李逾重收费

航线 客舱级别
超额行李

收费标准
超重行李收费标准

超大行李收费标

准

中、美往返航线 头等舱/ 公务

舱

每件超

额行李，

应收取

逾重行

32公斤（或70磅）<每件行李重

量≦45公斤（或99磅），应收取

逾行李费150美元或1000元人民

币

158厘米（或62

英寸）<每件行

李三边总尺寸

≦203厘米(或



李费150

美元或

1000元

人民币

80英寸)，应收

取逾重行李费

150美元或1000

元人民币

经济舱 23公斤（或51磅）<每件行李重

量≦32公斤（或70磅），应收取

逾行李费100美元或650元人民

币；32公斤（或70磅）<每件行

李重量≦45公斤（或99磅），应

收取逾行李费150美元或1000元

人民币

中、加往返航线 头等舱/ 公务

舱

每件超

额行李，

应收取

逾重行

李费200

加元或

1200元

人民币

根据加拿大相关法律规定，单件

行李超过32公斤的，不能作为托

运行李运输。

158厘米（或62

英寸）<每件行

李三边总尺寸

≦203厘米(或

80英寸)，应收

取逾重行李费

100加元或600

元人民币

经济舱 23公斤（或51磅）<每件行李重

量≦32公斤（或70磅），应收取

逾行李费100加元或600元人民

币

备注 1）托运行李中符合超额、超重、超大两项或多项超限标准的，逾重行李费应

叠加收取；

2）持儿童客票的旅客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费收费标准视同成人；

3）持婴儿客票的旅客免费行李额为一件，且三边之和不得超过115厘米（45

英寸），另可免费托运一辆折叠式婴儿车或摇篮，如客舱空间允许并经乘务长

同意后可带入客舱；

4）中加航线单件托运行李重量超过32公斤（70磅），中美航线单件托运行李

重量超过45公斤（99磅）,或者单件行李三边之和超过203厘米（80英寸）的，

不得作为托运行李运输，可作为货物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如无法

拆分，您可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了解货运

办理要求或联系海航货运部门咨询；

5）当中转联程航班国内、国际航段均为海航运输，且国内转机点转机时间在

24小时以内时，该行李运输规定适用于国内航段。

2.欧洲航线上托运行李逾重收费

1）超额行李收费（超出可免费携带行李件数外的行李）

超额行李（三边总尺寸不超过158厘米） 收费标准

经济舱（不超过23公斤） 第一件 80EUR/640CNY

第二件及以上 150EUR/1200CNY

公务舱（不超过32公斤） 每一件

注：



此类收费将和超大、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超大行李收费标准

三边总尺寸 收费标准

159厘米-203厘米（63英寸-80英寸） 100EUR/800CNY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三边之和超过203厘米（80英寸）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

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3）超重行李收费标准

行李重量 收费标准

24-32公斤（51-70磅） 100EUR/800CNY

大于32公斤（70磅） 不予收运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大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根据欧盟规定，欧洲机场单件行李重量不能超过32公斤，重量超过32公斤（70磅）的行李不

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

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

系海航货运部门。

4）超限行李费以欧元/人民币为单位进行收取，若旅客以其他货币进行支付，则按照支付当

日，付款货币对欧元/人民币的订座系统汇率进行结算。

3.俄罗斯航线上托运行李逾重收费

1）超额行李收费（超出可免费携带行李件数外的行李）

超额行李（三边总尺寸不超过158厘米） 收费标准

经济舱（不超过23公斤） 第一件 50EUR/400CNY

第二件及以上 150EUR/1200CNY

公务舱（不超过32公斤） 每一件

注：

此类收费将和超大、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超大行李收费标准

三边总尺寸 收费标准

159厘米-203厘米（63英寸-80英寸） 100EUR/800CNY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三边之和超过203厘米（80英寸）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

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3）超重行李收费标准

行李重量 收费标准

24-32公斤（51-70磅） 100EUR/800CNY

大于32公斤（70磅） 不予收运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大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根据欧盟规定，欧洲机场单件行李重量不能超过32公斤，重量超过32公斤（70磅）的行李不

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

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

系海航货运部门。

4）超限行李费以欧元/人民币为单位进行收取，若旅客以其他货币进行支付，则按照支付当

日，付款货币对欧元/人民币的订座系统汇率进行结算。

4.亚洲（釜山、泰国、新加坡、阿拉木图）航线上托运行李逾重收费

1）釜山、泰国航线

（1）超额行李收费（超出可免费携带行李件数外的行李）

超额行李（三边总尺寸不超过158厘米） 收费标准

经济舱（不超过23公斤）

公务舱（不超过32公斤）

第一件 65USD/400CNY

第二件及以上 100USD/650CNY

注：

此类收费将和超大、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超大行李收费标准

三边总尺寸 收费标准

159厘米-203厘米（63英寸-80英寸） 100USD/650CNY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三边之和超过203厘米（80英寸）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

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3）超重行李收费标准



行李重量 收费标准

24-32公斤（51-70磅） 100USD/650CNY

33-45公斤（71-100磅） 200USD/1300CNY

大于45公斤（100磅） 不予收运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大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重量超过45公斤（100磅）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其符合

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4）超限行李费以美元/人民币为单位进行收取，若旅客以其他货币进行支付，则按照支付

当日，付款货币对美元/人民币的订座系统汇率进行结算。

2）新加坡航线

（1）超额行李收费（超出可免费携带行李件数外的行李）

超额行李（且三边总尺寸不超过158厘米） 收费标准

经济舱（不超过23公斤）

公务舱（不超过32公斤）

第一件 80SGD/400CNY

第二件及以上 130SGD/650CNY

注：

此类收费将和超大、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超大行李收费标准

三边总尺寸 收费标准

159厘米-203厘米（63英寸-80英寸） 130SGD/650CNY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三边之和超过203厘米（80英寸）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

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3）超重行李收费标准

行李重量 收费标准

24-32公斤（51-70磅） 130SGD/650CNY

33-45公斤（71-100磅） 260SGD/1300CNY

大于45公斤（100磅） 不予收运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大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重量超过45公斤（100磅）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其符合



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4）超限行李费以新币/人民币为单位进行收取，若旅客以其他货币进行支付，则按照支付

当日，付款货币对新币/人民币的订座系统汇率进行结算。

3）阿拉木图航线

（1）超额行李收费（超出可免费携带行李件数外的行李）

超额行李（三边总尺寸不超过158厘米） 收费标准

经济舱（不超过32公斤）

经济舱留学生（不超过23公斤）

公务舱（不超过32公斤）

第一件 65USD/400CNY

第二件及以上 100USD/650CNY

注：

此类收费将和超大、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超大行李收费标准

三边总尺寸 收费标准

159厘米-203厘米（63英寸-80英寸） 100USD/650CNY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重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三边之和超过203厘米（80英寸）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

其符合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3）超重行李收费标准

行李重量 收费标准

24-32公斤 100USD/650CNY

33-45公斤 200USD/1300CNY

大于45公斤 不予收运

注：

1、此类收费将和超额、超大行李费用累计计算。

2、重量超过45公斤（100磅）的行李不得作为行李运输。建议旅客将行李拆开分装，使其符合

托运行李单件的限制标准，可按正常行李进行托运；若无法拆分，请旅客登录

http://www.hnacargo.com/Portal/Default.aspx，联系海航货运部门。

（4）超限行李费以美元/人民币为单位进行收取，若旅客以其他货币进行支付，则按照支付

当日，付款货币对美元/人民币的订座系统汇率进行结算。

(二)计重制逾重收费

1．中国大陆航线、两岸航线点到点逾重行李费收费标准：按照实际旅行方向旅行当日的海



航经济舱最高等级单程公布运价的1.5%计收。

2．联运逾重行李费收费标准：行李运输段中含有海航航段（海航北美航线、欧洲航线、俄

罗斯航线、亚洲地区的釜山、泰国、新加坡、阿拉木图航线除外）且海航为最主要承运人时

的逾重行李费按照实际旅行方向旅行当日的海航经济舱最高等级单程公布运价的1.5%计收；

若无承运人票价，则按照实际旅行方向旅行当日的 IATA 经济舱最高等级单程公布运价的

1.5%计收。

3．逾重行李费可以人民币、美元、始发地当地货币收取。汇率按照银行当日的外币牌价执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