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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机场宣）

广东进一步严格境外疫情输入

防控。 自昨日6:00时起，对所有经广东口

岸入境人员（含港澳台地区， 含中转旅

客）实行核酸检测全覆盖，并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14天，集中隔离食宿费用自理。

昨日清晨6时许，从旧金山飞往广州

的CZ658进港航班停靠在白云机场T2航

站楼。 该航班是广东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通报进一步严格境外疫情输入防控措施

后， 首个应用新版疫情防控方案进行保

障的航班。据悉，白云机场即日开始严格

执行新版方案，目前运营保障顺畅，入境

旅客理解配合。

实行入境旅客防控“全覆盖”

27日清晨6时许，由旧金山飞往广州

的CZ658航班抵达白云机场。 据悉，该航

班共有266名旅客，开舱门时间为06：19，

行李到达转盘时间08：08。在关键的耗时

方面， 旅客从进入等待区到完成体温检

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耗时约73分钟。

白云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版方

案对所有入境旅客实施了防控“全覆盖”

———从广州口岸入境且入境前14天内有

外国或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地区旅居史的；从内地其他城市

口岸入境来穗且入境前14天内有外国或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

地区旅居史的。 以上“两大类别”入境人

员均列入防控对象，实施集中隔离措施。

取消分类标签，重点筛查“五类

人员”

据省市疫情防控要求， 白云机场进

一步优化了原来的保障流程。 新版方案

取消了颜色分类标签， 目前旅客保障流

程基本与疫情前国际航班抵达一致。 与

原来的相比，现在有两大不同：其一，飞

机开舱门后，海关重点筛查“五类人员”，

其他旅客下飞机后接受体温检测和提交

健康申报材料；其二，入境抵达旅客统一

进入GTC综合交通中心东客运站“临时

集中点”， 由市商务局转运出白云机场。

旅客在机场的抵达效率进一步提升。

“五类人员”包括：入境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有发热和呼吸道症

状的人员及海关精准检疫人员。据介绍，

飞机安全停靠后，海关会登临检疫，筛查

航班上的“五类人员”。 需安排转运的旅

客，待边检到场办理入境手续后，直接在

停机坪上完成转运， 不与其他旅客交叉

混流。 白云机场将派车辆做好转运救护

车辆全程引领。

考虑到“国际转国内” 中转旅客增

多， 白云机场在原来GTC综合交通中心

东客运站“临时集中点”的基础上，新增

“转运车辆调度场”， 设在P4停车场固定

区域，供转运车辆的集中停放，确保转运

衔接高效。 目前，白云机场的导向流程标

识已更新。 从国际到达出口到GTC综合

交通中心东客运站“临时集中点”走专属

通道，最大限度保障了其他旅客的安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机场宣 ）

3 月 26 日晚 22 时 12 分许，由

俄罗斯伏尔加第聂伯航空公司执飞的

VI3020 航班，从白云机场起飞，飞往塞

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当天，白云机场高

效联动，快速完成了 37755 公斤、共 384

万只口罩的装载保障任务

“铁杆朋友，风雨同行”。 国际疫情

蔓延，塞尔维亚医疗物资告急。 3 月 26

日上午，向塞尔维亚运送医疗物资的俄

罗斯“巨无霸 ”AN124 -100F 货机 ，

VI3020 航班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同日

晚上， 该航班将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

经停乌兰乌德，乌里扬诺夫斯克，至目

的站贝尔格莱德。

据介绍， 接到本次保障任务后，白

云机场运控中心积极与航司代办、海关

对接，协调做好相关保障设备。 随后，运

控、地勤、物流等单位专门召开布置会，

制定详细高效的保障方案，对保障流程

和细节做了周密计划和安排。因 AN124

翼展宽达 73.3 米，白云机场临时关闭临

近两个机位，并特别为其安排了最佳的

滑行路线，保证这个“空中巨无霸”的运

行安全。 26 日上午 10：03，“巨无霸”飞

机到达白云机场。 白云机场运控中心立

即协调各保障单位按照预定计划开展

保障工作，顺利完成保障任务。

白云机场执行新版疫情防控方案，取消颜色分类标签

“五类人员”需在停机坪完成转运

白云机场迎来俄罗斯“巨无霸”货机

保障384万只口罩飞往塞尔维亚

可免费变更至6

月30日前东航、上航

实际承运航班一次

（仅限一次）

可在客票有效

期内至原购票渠道

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退还未使用航段票

款和可退税费。

1. 原购票渠道

（旅行社、代理点、网

站等）

2.东航24小时客

服热线：境内95530；

海外用户拨打0086-

21-20695530

3.东航官方微信

（微信号： 中国东方

航空）， 输入并发送

“人工”转接办理。

东航客票

如何退改票？

入境旅客常见问题

改票

退票

办理渠道

在粤有固定居所的入境旅客也需要在酒

店隔离吗？

是的。 所有入境广州的旅客，不论在粤有

无固定居所，都需要前往酒店隔离14天。

目的地为广州市或广东省外其他城市的旅

客，将安排转运到隔离点酒店，有转机计划的旅

客在解除隔离后可返回机场乘坐改签后的航班。

目的地为省内其他城市的旅客，由目的地当天接

回，进行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1

在酒店隔离的费用需自费吗？

是的，隔离期间的食宿费用需自理。

2

如果不想来广州中转了，能退票吗？

如持有国内段联程机票，国内段可在客票

有效期内至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或免费

变更到6月10日前的航班。 国际转国际机票可在

客票有效期内至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详细的退改政策可点击查阅《南航客票退改

提示》。

3

到达机场后，如何前往隔离的酒店？

旅客入境提取行李后， 将前往集散区分

流，由防疫部门安排转运。

4

记者从东航官微发布的公告中获

悉， 3 月 29 日~5 月 2 日， 东航将保留

包括美国纽约、 法国巴黎等 19 个执飞

国际站点， 合计每周执飞 40 班国际航

班。

据了解， 根据民航局 3 月 26 日

《关于疫情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

量》 的要求，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 东航

将保留 19 个执飞国际站点。 这些航点

为： 美国纽约、 加拿大多伦多、 法国巴

黎、 英国伦敦、 德国法兰克福、 荷兰阿

姆斯特丹、 澳大利亚悉尼、 新西兰奥克

兰、 日本东京、 韩国首尔、 印度德里、

新加坡、 泰国曼谷、 马来西亚吉隆坡、

菲律宾马尼拉、 柬埔寨金边、 缅甸仰

光、 斯里兰卡科伦坡、 孟加拉国达卡。

3 月 29 日~5 月 2 日期间， 合计每

周执飞 40 个航班。 除这些航班外， 东

航其余国际航班均取消。 后续航班东航

将根据疫情防控做动态调整。

27日，“南方航空特惠” 发布相关消

息，因疫情防控原因，为保障旅客权益，南

航相关服务进行调整。 调整内容包括：停

止办理3月27日6点后的国际转国内中转

旅客及行李一票到底业务。如旅客持有国

内段联程机票，国内段可在客票有效期内

至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或免费变更

到6月10日前的航班； 南航停止接收国际

转国际旅客，旅客可在客票有效期内至原

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同日起，暂停选座和网上办理登机牌

服务，恢复时间待定。相关通告中表示，因

疫情影响， 旅客所选的座位可能会被调

整。 如旅客是付费选座，座位调整后可至

原购买渠道办理退款。 通过南航官网、

APP或者“南航e行”微信小程序购买的座

位，可联系南航客服热线(境内95539，境

外+86-4008695539)办理。 近期要出行的

旅客，需配合在值机柜台或登机口扫码完

成海关电子健康申报。

南航：暂停网上办理登机服务

东航：每周执飞40班国际航班

▲

昨起 ，入境

抵 达 旅 客统 一 由

市商 务 局 安 排 转

运出白云机场。

荨

受 疫 情 影

响 ，白云机场里的

值机 旅 客 明 显 减

少。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