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陆地区营业部营业部查询

营业部 营业部地址 售票处 联系电话

北京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 26 号海

大厦 11 层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 26 号海航大厦 11 层 010-5781479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二层10号门对面售票窗
口05-06号

010-57817538

西安营业部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出发厅C区值机对面

（221门和222门中间）
029-87798024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厅G区值机旁322

门

该柜台服务时间随海航国际

航班时间变化，如柜台无人请拨

打2号航站楼售票处电话。

南宁营业部
相关信息咨询天津航空客服热线

950710

乌鲁木齐营业部

营业部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258号数码港大厦15层（830011）

营业部电话：0991-3631379

乌鲁木齐市地窝堡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港大厅 0991-3807326

喀什营业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克孜都

维路新德商务酒店 7 楼
新疆喀什市机场路 473 号喀什机场候机室 5 号 0998-2928075

银川营业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中山

南街 31 号宁夏报业商务信息
厦 603 室（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 S3 河东机场 T3航站

楼2楼出发层 4号门南侧海南航空售票处 0951-2098669

三亚营业部
三亚市凤凰路218号三亚航空旅

游职业学院图书馆二层

营业部电话：0898-88918050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T1航站楼国内出发大厅A区
0898-88289076



重庆营业部
重庆市财富大道 2 号财富大厦A

13A01
重庆江北机场 T3 航站楼 4 层出发厅 4 号门对面 3G

岛
023-88563350

武汉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737 号广

银行大厦 13 层 1306 号
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 4 层出发厅 E 岛柜台 11 号

海南航空柜台
027-65590198

成都营业部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27号

1号楼A座1507（610000）

营业部电话：028-85268880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T2航站楼L4出发大厅G42海航
售票柜台 028-86977247

长沙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红旗路201号

星城福邸1栋门面海南航空

营业部电话：0731-86865477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内出发大厅3号门右

侧215号柜台
0731-84799757

哈尔滨营业部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68号索菲特

大酒店307室（150090）
营业部电话：0451-51097705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T2航站楼B岛2号柜台
0451-82894658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白云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

路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综合楼一

楼B101房

营业部电话：020-86124980

新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出发厅 M15-M16 柜台 020-86124956

喀什营业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克孜都

维路新德商务酒店 7 楼
新疆喀什市机场路 473 号喀什机场候机室 5 号 0998-2928075

银川营业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中

山南街 31 号宁夏报业商务信息
厦 603 室（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 S3 河东机场 T3 航站

楼2 楼出发层 4 号门南侧海南航空售票处
大

0951-2098669

天津营业部
相关信息咨询天津航空客服热线

950710

济南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 19288

号鲁商广场 A 座717 室

济南国际机场新候机室内二楼（出发大厅）五六号

门左侧第 10 号柜台
0531-82081559

厦门营业部 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 90 号立信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高崎南八路厦门高崎国际机 0592-6021181



广场 2501 T4 航站楼 6 号柜台

太原营业部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36 号盛唐

厦第 10 层（030002）
营业部电话：
0351-5282962/61/32/30

太愉路 199 号太原武宿机场T1 候机室2 楼1 号门右
侧海航售票处

0351-7286285

海口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七号海航

大厦十一楼西区（570203）

营业部电话：

0898-68875039/68877542

海口市国兴大道七号海航大厦四楼东区 0898-66710274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T2航站楼：3号门C岛海航售票处 0898-65656327

合肥营业部
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556号天

玥中心1号楼2114室（230031）

营业部电话：0551-65117156/

65112046/65553495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二层出发大厅 T 岛售票处 0551-65118838

上海营业部
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 1158 号友力

国际大厦 702 室 （200060）

上海浦东机场 2 号航站楼 3 楼出发厅 28 号门K 岛 021-68355150

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 3 楼出发厅 5 号门对面 310 柜

台
021-22380902

江宁路 1158 号友力大厦 702 室 021-32512104,32512105

贵阳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富水北路 68

号物资大厦 27 楼 1 号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D 岛柜台 0851-5498184

沈阳营业部
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63
号联营物业大厦1502室（110001

桃仙国际机场T3 航站楼内C 值机岛端头C5-C6 柜 024-89398680

大连营业部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森茂

厦1305B（116011）

0411-83671815（国内）

0411-83678066（国际部）



宁波营业部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290号和
邦大厦B座337室
电话：0574-87063913



呼和浩特
营业部

相关信息咨询天津航空客服热线
950710

客户服务热线：95350

桂林营业部
桂林市中山中路 38 号大世界智

写字楼 407 室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候机室 2 楼出发厅海南航空售票

处
0773-2845544

杭州营业部
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788 号海越

厦 27 层 2703 室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发厅 T3 航站楼 13 号门边 0571-86665367

郑州营业部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29

河南信息广场 B 座 302 室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国际机场T2 航站楼国出发厅 4 楼

EF-6、EF-7 柜台
0371-68511226

兰州营业部
兰州市嘉峪关西路399 号兰州海

空港酒店 18 楼（730020）
兰州中川机场 T2 候机室二楼问询综合柜台右侧

0931-8166880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宝安机场 T3 航站楼 4 楼出发大厅C岛
0755-23451091

南京营业部
南京市中山东路 300 号长发中心 B

栋 22 楼（210029）

南京市中山东路 300 号长发中心 B 栋22 楼2205 室 025-84480088

禄口机场 T2 航站楼 3 楼出发厅 2 号门右侧 025-69822308

昆明营业部
相关信息请咨询祥鹏航空客户服

务热线：95326

南昌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道

912 号地铁大厦 3307 室 昌北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2 层A、B 值机岛头区 A4

台
0791-86291117



温州营业部
温州市车站大道 577 号财富中心

楼905室

营业部电话：

0577-88868184

宜昌营业部 宜昌市红星路 44 号1 单元 201

长春营业部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5688号海航紫荆花酒店1608室
营业部电话：
0431-85691321
0431-85692158

0431-85692167

青岛营业部 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三路234号1号
楼海航万邦中心28层03单元
0532-83888805
0532-83888821
0532-83888825
0532-83888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