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中国 澳门 澳门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SATS Premier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TS Premier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TS Premier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ATS Premier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Int'l - A)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Int'l - B)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ITC Hotels Green Lounge

(T3 Int'l)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Int'l Arrival)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到达区

Plaza Premium Lounge

(T1D Domestic)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Domestic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Domestic Arrival)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到达区

Berlin Airport Club

Lounge
欧洲 德国 柏林 柏林-泰格尔奥托·利林塔尔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前

Miracle First Class

Lounge(Concourse F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Goldair Handling's CIP

Lounge
欧洲 希腊 伊拉克利翁

伊拉克利翁-尼科斯·卡赞察基斯国际机

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l Arrival)
亚洲 印度 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拉吉夫·甘地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到达区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亚洲 印度 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拉吉夫·甘地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asterCard Lounge (T1) 欧洲 捷克 布拉格 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Erste Premier Lounge

(T2)
欧洲 捷克 布拉格 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America F 北美洲 美国 迈阿密 迈阿密国际机场 中央航站楼 安检后

Platinum Lounge (T2A) 欧洲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latinum Lounge (T2B) 欧洲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kyserv CIP Lounge 欧洲 希腊 罗兹岛 罗兹岛-迪亚戈拉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Norrsken Lounge 欧洲 瑞典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 T5航站楼 安检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ounge
欧洲 罗马尼亚 蒂米什瓦拉 蒂米什瓦拉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陆家嘴国泰人寿境外机场贵宾室

钻级

4钻、5钻、金钻、黑钻

服务对象

会员本人及会员的配偶子女

会员名下有效保单的被保人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Pliska Lounge (T2) 欧洲 保加利亚 索非亚 索非亚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reslav Lounge (T2) 欧洲 保加利亚 索非亚 索非亚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Oasis Executive Lounge

(Wing D)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ura Indah First Class

Lounge (T2D - Dom)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巴淡岛 巴淡岛-韩那丁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邦加勿里洞 邦加勿里洞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Isen Mulang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帕朗卡拉亚 帕朗卡拉亚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era Business Lounge

(T2)
北美洲 墨西哥 坎昆 坎昆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Dnata Skyview Lounge 欧洲 瑞士 苏黎世 苏黎世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Safari Comfort Lounge

(T1)
非洲 肯尼亚 蒙巴萨 蒙巴萨-莫伊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fari VIP Lounge (T1) 非洲 肯尼亚 蒙巴萨 蒙巴萨-莫伊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atina Lounge (East

Wing)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El John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东加里曼丹 东加里曼丹-卡里马努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kwaaba Lounge 非洲 加纳 阿克拉 阿克拉-科托卡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Salon

VIP)
非洲 贝宁 科托努 科托努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Kolibri Lounge 非洲 赤道几内亚 马拉博 马拉博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Zadar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克罗地亚 扎达尔 扎达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Graycliff Luxury Lounge 北美洲 百慕大群岛 百慕大群岛 百慕大国际机场
US Departures

Terminal
安检后

The Haven Lounge (T3

Arrival)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3航站楼 到达区

VIP CLUB 欧洲 意大利 比萨 比萨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Kingston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牙买加 金斯敦 金斯敦诺曼曼利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Mobay Departures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牙买加 蒙特哥 蒙特哥桑斯特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Al Maha Transit Lounge

(T1)
中东 卡塔尔 多哈 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Galaxy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E航站楼 安检后

Ambassador Transit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Iyanola Executive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圣卢西亚 卡斯特里 圣卢西亚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51 Degrees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英国 加的夫 加的夫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DZIMBAHWE EXECUTIVE

LOUNGE
非洲 津巴布韦 哈拉雷 哈拉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Kashimaa Lounge 亚洲 马尔代夫 达拉万杜岛 达拉万杜岛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Moonimaa Lounge 亚洲 马尔代夫 马累 马累-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Kashimaa Lounge 亚洲 马尔代夫 南蒂拉杜马蒂 南蒂拉杜马蒂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IAPCO Club Lounge 非洲 赞比亚 利文斯敦 利文斯敦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IAPCO Club Lounge 非洲 赞比亚 卢萨卡 卢萨卡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瑞士 苏黎世 苏黎世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斯里兰卡 科伦坡 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IASS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日本 东京市 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IASS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日本 东京市 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前

ISG Domestic CIP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 新航站楼 安检后

Oshoto Lounge (T2) 非洲 纳米比亚 温特和克 温得和克卢格哈威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lon Taoussa 非洲 马里 巴马科 巴马科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前

Le Saigonnais Business

Lounge
亚洲 越南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Okapi Business Lounge 非洲 刚果民主共和国 金沙萨 金沙萨恩吉利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on VIP Nimba 非洲 几内亚 科纳克里 科纳克里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乌克兰 基辅 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Roraima Executive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圭亚那 乔治敦 乔治敦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Tanzanite Lounge 非洲 坦桑尼亚 乞力马扎罗 乞力马扎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Zanzibar Dhow Lounge

(T2)
非洲 坦桑尼亚 桑吉巴 桑给巴尔岛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Dzimbahwe Executive

Lounge
非洲 津巴布韦 布拉瓦约 布拉瓦约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ll Star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F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乌克兰 基辅 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My Lounge - North

Termi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北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Ribbon Club Lounge 亚洲 泰国 苏梅岛 苏梅岛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Ribbon Club Lounge 亚洲 泰国 苏梅岛 苏梅岛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Relax Lounge 欧洲 德国 明斯特 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ky Lounge 亚洲 马来西亚 梳邦再也 梳邦国际机场 Skypark Terminal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T2) 亚洲 亚美尼亚 埃里温 埃里温-兹瓦尔特诺茨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First Class Lounge (T1) 中东 阿联酋 沙迦 沙迦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Class Lounge

(T1)
中东 阿联酋 沙迦 沙迦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Ndege Business Class

Lounge
非洲 马拉维 利隆圭 利隆圭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ky Hub Lounge (West

Wing)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Samana 北美洲 多米尼加
圣塔芭芭拉-山

美纳
圣塔芭芭拉-山美纳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CN Business Lounge 欧洲 德国 萨尔布吕肯 萨尔布吕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Sky View Lounge (T3) 亚洲 菲律宾 马尼拉 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Gate VIP Lounge (Zilina) 欧洲 斯洛伐克 日利纳 日利纳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bsheron Lounge (T1) 中东 阿塞拜疆 巴库 巴库-盖达尔·阿利耶夫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Regus Express Lounge

(South Termi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南航站楼 到达区

Regus Express Lounge

(Comet Building)
欧洲 英国 伯明翰市 伯明翰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Regus Express Lounge

(T5 Arrival Hal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5航站楼 到达区

Regus Express Lounge

(T3)
欧洲 丹麦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 T3航站楼 到达区

Regus Lounge 欧洲 荷兰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Regus Lounge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Salon Solidarite 非洲 多哥 洛美 洛美机场 主航站楼 到达区

Salon Plus 非洲 多哥 洛美 洛美机场 主航站楼 到达区

Salon Koromsa 非洲 多哥 洛美 洛美机场 主航站楼 到达区

Business Lounge (T1) 欧洲 捷克 布尔诺 布尔诺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Regus Business Lounge 欧洲 荷兰 鹿特丹 鹿特丹海牙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Saferport VIP Lounge 非洲 佛得角 萨尔岛 萨尔岛-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Executivo 2000 非洲 莫桑比克 马普托 马普托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Sky Lounge Bonaire 北美洲 博内尔岛 克拉伦代克 克拉伦代克-博内尔岛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捷克 俄斯特拉 俄斯特拉发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VIP Lounge 北美洲 多米尼加 拉罗马纳 拉罗马纳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melia Earhart Lounge 欧洲 英国 伦敦德里 伦敦德里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Domestic)
欧洲 罗马尼亚 克鲁日 克鲁日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International)
欧洲 罗马尼亚 克鲁日 克鲁日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伏努科沃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前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柬埔寨 金边市 金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IP Lounge 欧洲 哈萨克斯坦 卡拉干达 阿斯塔纳-卡拉干布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eropuertos VIPClub

Bariloch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巴里洛切 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Vietnam Airlines Lotus

Lounge (Domestic)
亚洲 越南 河内 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Market VIP Lounge 非洲 喀麦隆 杜阿拉 杜阿拉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Dom)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all Lounge 非洲 安哥拉 卢安达 卢安达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Space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E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Green Wings Lounge 欧洲 德国 柏林 柏林舍讷费尔德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High Comfy Zone

Lounge(Domestic)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伊尔库茨克 伊尔库茨克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High Comfy Zone

Lounge(International)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伊尔库茨克 伊尔库茨克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顿河畔罗斯托夫 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Int'l)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顿河畔罗斯托夫 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International)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下诺夫哥罗德 下诺夫哥罗德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Dom)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萨马拉 库鲁莫奇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Opal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叶卡捷琳堡 科利佐沃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Topaz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叶卡捷琳堡 科利佐沃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International)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萨马拉 库鲁莫奇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卡马河畔切尔内 卡马河畔切尔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Gapura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坤甸 坤甸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Schengen)
欧洲 波兰 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ola North Sea Lounge 欧洲 挪威 斯塔万格 斯塔万格索拉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Escape Lounge (MSP) 北美洲 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Dnata Lounge (T1)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喀山 喀山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Domestic)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Malabar Business Travel

Lounge
非洲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卢本巴希 卢本巴希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Vietnam Airlines

Domestic Lounge
亚洲 越南 岘港 岘港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Iguazu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伊瓜苏港 伊瓜苏瀑布国际机场 出发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er Lounge by UTG

Aviation Services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ofia Lounge 欧洲 保加利亚 索非亚 索非亚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um lounge(地铁首

尔站)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站 主楼 安检前

Premium Lounge (地铁合

井站)
亚洲 韩国 首尔 合井站 主楼 安检前

Premium Lounge (地铁明

洞站)
亚洲 韩国 首尔 明洞站 主楼 安检前

Gallery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Regus Express Sydney

Airport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 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Rachmaninov Lounge by

UTG Aviation Services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伏努科沃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Tchaikovsky Lounge By

UTG Aviation Services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伏努科沃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T1)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乌法 乌法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T2)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乌法 乌法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新西伯利亚 新西伯利亚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摩尔曼斯克 摩尔曼斯克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on VIP Assistance

Express
非洲 马里 巴马科 巴马科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Saphir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万隆 万隆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phire PremiAir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哈利姆-珀达纳库苏马国际机场 出发航站楼 安检后

Saphire Mandai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棉兰 瓜拉纳姆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VIP CLUB 欧洲 意大利 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佩雷托拉机场 Departures Terminal 安检后

Saphire Blue Sky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棉兰 瓜拉纳姆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phir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占碑 占碑苏丹塔哈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Sky Lounge 非洲 塞拉利昂 弗里敦 弗里敦隆吉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Lounge 非洲 赞比亚 利文斯敦 利文斯敦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ransfer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phir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邦加岛 邦加岛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比什凯克-玛纳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Italia Pass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罗马 罗马特米尼火车站 主楼 安检后

Salon VIP Karibou Depart 非洲 科摩罗 莫罗尼 赛义德·易卜拉欣王子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Kingston (Arrival)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牙买加 金斯敦 金斯敦诺曼曼利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Gabfol Lounge 非洲 尼日利亚 阿布贾 阿布贾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Mobay (Arrival)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牙买加 蒙特哥 蒙特哥桑斯特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到达区

Regus Expres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前

Movie hour 欧洲 俄罗斯联邦 新西伯利亚 新西伯利亚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前

Novokuznetsk Aero 欧洲 俄罗斯联邦 新库兹涅茨克 新库兹涅茨克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erobar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巴尔瑙尔 巴尔瑙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车里雅宾斯 车里雅宾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International)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别尔哥罗德 别尔哥罗德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International)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Lounge (T2 -

Level 3)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廊曼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Co-Working

Spac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廊曼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前

Miracle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廊曼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环亚机场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环亚机场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T2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中华航空贵宾室(B)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東方宇逸貴賓室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erminal 2 安检后

中华航空贵宾室China

Airlines Lounge (T1)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中华航空贵宾室China

Airlines Lounge (T2)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环亚机场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环亚机场贵宾室 Plaza

Premium Lounge (T2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华航梅苑休息室China

Airlines Lounge (T2)
亚洲 中国 桃园市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布拉戈维申斯克 布拉戈维申斯克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Priority Pa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米罗拉耶沃迪 米罗拉耶沃迪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aikal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乌兰乌德 乌兰乌德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伏尔加格勒 伏尔加格勒机场 C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伏尔加格勒 伏尔加格勒机场 C2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三宝垄 三宝垄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梭罗 梭罗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

Terminal A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日惹 日惹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前

Concordia Premier

Lounge - International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泗水 泗水-朱安达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

Terminal B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日惹 日惹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Executive

Lounge Banjarmasin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南加里曼丹 南加里曼丹班贾尔马辛机场 Keberangkatan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万鸦老 万鸦老国际机场 出发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Premier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望加锡 望加锡国际机场 Departure Terminal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Kupang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古邦市 古邦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Blue Sky

Premium Lounge -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泗水 泗水-朱安达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龙目岛 龙目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Concordia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登巴萨 登巴萨伍拉·赖国际机场
Domestic departure

terminal
安检后

Baku Club 中东 阿塞拜疆 巴库 巴库-盖达尔·阿利耶夫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ugham Lounge 中东 阿塞拜疆 巴库 巴库-盖达尔·阿利耶夫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lam Lounge 中东 阿塞拜疆 巴库 巴库-盖达尔·阿利耶夫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Matina Lounge (T2)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um Traveller

Lounge
北美洲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Level 2M)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2 安检前

Gol Premium

Lounge(Dom, West sid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圣保罗

圣保罗-瓜鲁柳斯安德烈·弗朗哥·蒙托罗

州长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lubrooms - South

Terminal (Additional

Charge Applie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南航站楼 安检后

Clubrooms - North

Terminal (Additio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北航站楼 安检后

Skyteam Vip Lounge 北美洲 加拿大 温哥华 温哥华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Sky Hub Lounge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金浦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LOUNGE. L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PC Lounge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Mingalar Sky CIP

Lounge(T1)
亚洲 缅甸 仰光 仰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ingalar Sky CIP

Lounge(T3)
亚洲 缅甸 仰光 仰光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廊曼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iority Lounge 欧洲 德国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Domestic)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瓜亚基尔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International)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瓜亚基尔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araiso(Departure) 北美洲 古巴 哈瓦那 何塞·马蒂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Elegante(Arrival) 北美洲 古巴 哈瓦那 何塞·马蒂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Bella Habana(Departure) 北美洲 古巴 哈瓦那 何塞·马蒂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Occasion(Arrival) 北美洲 古巴 哈瓦那 何塞·马蒂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ubanicay 北美洲 古巴 圣克拉拉 圣克拉拉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El Turquino(Departures) 北美洲 古巴
圣地亚哥·德·古

巴
圣地亚哥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El caribe(Arrivals) 北美洲 古巴
圣地亚哥·德·古

巴
圣地亚哥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oco Rey 北美洲 古巴 科科岛 国王花园群岛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amaguey(Arrivals) 北美洲 古巴 卡马圭 卡马圭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amaguey(Departure) 北美洲 古巴 卡马圭 卡马圭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Donaire

Terraza(International
北美洲 古巴 霍尔金 弗兰克·派斯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Donaire(International

Departure)
北美洲 古巴 霍尔金 弗兰克·派斯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Donaire Cristal(Arrivals) 北美洲 古巴 霍尔金 弗兰克·派斯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aribeno(Arrival) 北美洲 古巴 瓦拉德 胡安瓜尔韦托戈麦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ostazul(Departure) 北美洲 古巴 瓦拉德 胡安瓜尔韦托戈麦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ong Hong Premium

Lounge
亚洲 越南 河内 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rimao 北美洲 古巴 西恩富戈斯 西恩富戈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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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检前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Dom)
亚洲 印度 艾哈迈达巴德 艾哈迈达巴德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Ulan-Ude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乌兰乌德 乌兰乌德火车站 A航站楼 安检前

Novosibirsk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新西伯利亚 新西伯利亚火车站 A航站楼 安检后

Ekaterinburg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叶卡捷琳堡 叶卡捷琳堡火车站 A航站楼 安检后

Chelyabinsk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车里雅宾斯 车里雅宾斯火车站 A航站楼 安检前

Irkutsk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伊尔库茨克 伊尔库茨克火车站 A航站楼 安检后

Orenburg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奥伦堡 奥伦堡火车站 A航站楼 安检前

Tyumen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秋明 秋明火车站 A航站楼 安检后

Abaka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阿巴坎 阿巴坎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切博克萨雷市 切博克萨雷市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戈尔诺-阿尔泰

斯克
戈尔诺-阿尔泰斯克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马哈奇卡拉 马哈奇卡拉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前

Saransk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萨兰斯克 萨兰斯克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前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基洛夫 基洛夫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King Amlet Lounge 欧洲 丹麦 比隆 比隆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Hous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墨尔本 墨尔本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The Hous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 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lubrooms 欧洲 英国 伯明翰市 伯明翰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Domestic)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下诺夫哥罗德 下诺夫哥罗德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irline Lounge 亚洲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 伊斯兰堡-贝娜齐尔·布托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Omsk Railway Station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鄂木斯克 鄂木斯克火车站 T1航站楼 安检前

ODYSSEE LOUNGE 非洲 塞内加尔 达喀尔 达喀尔布莱斯迪亚涅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OP KAPI LOUNGE 非洲 塞内加尔 达喀尔 达喀尔布莱斯迪亚涅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Domestic)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赤塔 赤塔机场 独立商务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阿斯特拉罕 阿斯特拉罕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Urban Cowork Airport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圣保罗

圣保罗-瓜鲁柳斯安德烈·弗朗哥·蒙托罗

州长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前

AVS Departure Lounge 			 非洲 突尼斯 突尼斯 突尼斯-迦太基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atryoshka

Lounge(Terminal D)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Moscow

Lounge(Terminal D)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Sochi Lounge(Terminal

D)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East, 6F Gate1)
亚洲 中国 香港 香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7F, Gate 35）
亚洲 中国 香港 香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UFA VI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乌法 乌法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Regus Expres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前

Prokofiev Premier

Lounge by UTG Aviation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伏努科沃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环亚临时替代休息室Thai

Airways –Royal Orchid
亚洲 中国 香港 香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克麦罗沃 克麦罗沃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托木斯克 托木斯克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omfort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秋明 秋明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DLM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达拉曼 达拉曼机场 Domestic Terminal 安检后

香港航空遨堂 Club Autus 亚洲 中国 香港 香港国际机场 中转客运廊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7F , Gate 60)（暂
亚洲 中国 香港 香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Domestic Business

Lounge
欧洲 罗马尼亚 蒂米什瓦拉 蒂米什瓦拉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Domestic)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别尔哥罗德 别尔哥罗德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British Airways Lounge 欧洲 荷兰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ky Hub Lounge 亚洲 韩国 釜山 釜山金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lubroom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卢顿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ingalar Sky CIP

Lounge(T1)
亚洲 缅甸 仰光 仰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Hello Sky Air Rooms &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罗马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航站楼前方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乌克兰 基辅 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F航站楼 安检后

Air Lounge 亚洲 孟加拉 吉大港 吉大港沙赫阿马纳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ir Lounge 亚洲 孟加拉 锡尔赫特 奥斯马尼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ryp Gru Airport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圣保罗

圣保罗-瓜鲁柳斯安德烈·弗朗哥·蒙托罗

州长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aint Petersburg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辛菲罗波尔 辛菲罗波尔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车里雅宾斯 车里雅宾斯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y Loung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哈巴罗夫斯克 哈巴罗夫斯克诺维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Champ Lounge 亚洲 越南 金兰 金兰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he Reef Loung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凯恩斯 凯恩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leep 'n fly Sleep Lounge

& Showers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Makuwa Lounge 非洲 津巴布韦 维多利亚瀑布城 维多利亚瀑布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akuwa Lounge 非洲 津巴布韦 维多利亚瀑布城 维多利亚瀑布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High Comfy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阿尔汉格尔斯克 阿尔汉格尔斯克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ky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阿尔汉格尔斯克 阿尔汉格尔斯克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High Comfy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阿尔汉格尔斯克 阿尔汉格尔斯克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Air Surgut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苏尔古特 苏尔古特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菲律宾 宿务 宿务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Sky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塔拉卡恩 打拉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lue Sky Premier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沙马林达 阿吉·潘格兰·淡明·普拉诺托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Sky Premier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巴厘巴板
巴厘巴板-苏丹·穆罕默德·阿吉·苏莱曼机

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Sky Premier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北干巴鲁 北干巴鲁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Sky Premier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坤甸 坤甸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Sky Premier Lounge

T2D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T2D航站楼 安检前

Saphire Blue Sky

Lounge(Dom, Gat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aphire Blue Sky

Lounge(Dom, Gat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Sky Premier Lounge

(Int'l)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茹科夫斯基 茹可夫斯基国际机场 Terminal 1 安检前

Salon VIP Arrivee 非洲 贝宁 科托努 科托努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on VIP Depart 非洲 贝宁 科托努 科托努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基洛夫斯克 基洛夫斯克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alevich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C航站楼 安检后

Vivi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克拉斯诺尔斯克 克拉斯诺尔斯克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Rublev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Latitude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圣保罗 圣保罗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Plaza Premium Lounge

(T1D Domestic)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Marhaba Lounge

(Concourse C)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Marhaba Lounge

(Concourse B)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Marhaba Lounge

(Concourse A)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Marhaba Lounge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T1 Lounge 欧洲 爱尔兰 都柏林 都柏林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2 Lounge 欧洲 爱尔兰 都柏林 都柏林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Comfort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安卡拉 安卡拉-埃森博阿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Hala Main Lounge 中东 巴林 麦纳麦 麦纳麦-巴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ky Lounge (T2) 欧洲 德国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Lounge 欧洲 德国 汉堡 汉堡机场 Airport Plaza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Int'l)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US Transborder)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Int'l Departures)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Int'l Departures)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 KLM Lounge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Domestic)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Domestic)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ernational departure)
北美洲 加拿大 温哥华 温哥华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USA Departures)
北美洲 加拿大 温哥华 温哥华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北美洲 加拿大 温哥华 温哥华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 Int'l)
北美洲 加拿大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国际机场 国内/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U.S.A Departures)
北美洲 加拿大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亚洲 马来西亚 乔治市 槟城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l)
亚洲 马来西亚 乔治市 槟城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马来西亚 亚庇 亚庇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1 Intl)
亚洲 马来西亚 亚庇 亚庇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 Level 2)
亚洲 马来西亚 古晋 古晋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EI Business and Travel

Support Center
亚洲 日本 东京市 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TEI Lounge 亚洲 日本 东京市 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前

Miracle First Class

Lounge(Concourse A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First Class

Lounge (Concourse C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First Class

Lounge (Concourse G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First Class

Lounge (Concourse G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First Class

Lounge (Concourse G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oral Sino Lounge(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普吉岛 普吉岛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Goldair CIP Lounge 欧洲 希腊 雅典 雅典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Strata Lounge 大洋洲 新西兰 奥克兰 奥克兰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l)
亚洲 印度 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拉吉夫·甘地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No1 Heathrow (T3)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No.1 Gatwick - North

Termi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北航站楼 安检后

No.1 Gatwick - South

Termi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南航站楼 安检后

No1 Birmingham 欧洲 英国 伯明翰市 伯明翰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pricot Lounge 亚洲 越南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IP Lounge 亚洲 巴基斯坦 卡拉奇 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
Jinnah Terminal

Complex
安检后

CIP Lounge 亚洲 巴基斯坦 拉合尔 拉合尔-阿拉马·伊克巴勒国际机场
Allama Iqbal

Terminal
安检后

LAT Lounge 中东 黎巴嫩 贝鲁特 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Vitosha Aspire Lounge 欧洲 保加利亚 索非亚 索非亚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Marhaba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Aristotle Onassis Lounge

((Hall A)
欧洲 希腊 雅典 雅典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elina Merkouri Lounge

((Hall B)
欧洲 希腊 雅典 雅典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enzies Aviation Lounge

(T1)
欧洲 捷克 布拉格 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DS SKYE LOUNGE

(Wing E)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Marco Polo 欧洲 意大利 威尼斯 威尼斯马可·波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arconi Business Lounge

(T1)
欧洲 意大利 波隆纳 波隆纳-博格潘尼格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No.

1051
欧洲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No.

1043
欧洲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No.

1044
欧洲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Adinkra Lounge 非洲 加纳 阿克拉 阿克拉-科托卡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Dasman Lounge 中东 科威特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anolis Andronikos

Lounge
欧洲 希腊 萨洛尼卡 萨洛尼卡-马其顿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Rendezvous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英国 曼岛 曼岛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u Casals Lounge (T1) 欧洲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埃尔普拉特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Miro 欧洲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埃尔普拉特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olomer Lounge (T1) 欧洲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埃尔普拉特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anudas Lounge (T2) 欧洲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埃尔普拉特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urora Executive Lounge

by Menzies (T2)
欧洲 瑞典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Vinga Lounge 欧洲 瑞典 哥德堡 哥德堡-兰德维特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Premium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达拉曼 达拉曼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ashonzha Lounge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

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Shongololo Lounge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

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Umphafa Lounge 非洲 南非 德班 沙卡国王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Dan Lounge B (T3) 中东 以色列 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Dan Lounge C (T3) 中东 以色列 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Menzies Aviation Lounge

(T2)
欧洲 捷克 布拉格 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Marhaba lounge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Narbutas Business

Lounge
欧洲 立陶宛 维尔纽斯 维尔纽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Business

Lounge
欧洲 拉脱维亚 里加 里加国际机场 E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利物浦 利物浦约翰·列侬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North) 欧洲 英国 伯明翰市 伯明翰机场 北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Aspire Lounge -

North Termi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北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Aspire Lounge -

South Termi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南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卢顿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T1)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T2)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纽卡斯尔 纽卡斯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布里斯托 布里斯托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爱丁堡 爱丁堡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UpperDeck 欧洲 英国 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汉柏斯格 汉柏斯格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因弗内斯 因弗内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T2)
欧洲 德国 科隆 科隆波恩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irlines Executive Lounge

(T1)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 布里奇敦-格兰特利·亚当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First Class Lounge 非洲 冈比亚 班珠尔 班珠尔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CIP Lounge 非洲 突尼斯 恩非达 恩非达-哈马马特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Primeclass CIP Lounge 非洲 突尼斯 莫纳斯提尔 莫纳斯提尔哈比卜·布尔吉巴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l Dana Lounge 中东 巴林 麦纳麦 麦纳麦-巴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Hala Bahrain (Awal

Lounge)
中东 巴林 麦纳麦 麦纳麦-巴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到达区

Aspire Lounge

Transborder
北美洲 加拿大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Montreal National Bank

World Mastercard
北美洲 加拿大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特鲁多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No.26) T1 欧洲 荷兰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No.41) T2 欧洲 荷兰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Hugo Junkers Lounge 欧洲 德国 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Hafa Adai VIP Lounge 大洋洲 塞班岛 塞班岛 塞班科布勒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gan Bisita VIP Lounge 大洋洲 关岛 关岛 关岛-安东尼奥·汪帕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波兰 波兹南 波兹南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alaka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孟加拉 达卡 达卡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Nthula Lounge 非洲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哈博罗内-塞雷茨·卡马爵士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L Premium Lounge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La Valette Club 欧洲 马耳他 瓦莱塔 马耳他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VIP LOUNGE (ARRIVALS) 欧洲 马耳他 瓦莱塔 马耳他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到达区

Dilmun Lounge 中东 巴林 麦纳麦 麦纳麦-巴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NA Lounge 欧洲 葡萄牙 里斯本 里斯本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LOUNGE 欧洲 葡萄牙 波尔图 波尔图-费尔南多·萨·卡内罗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Causeway Lounge 欧洲 英国 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VIP Lounge 欧洲 奥地利 格拉茨 格拉茨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Mera Business Lounge 北美洲 墨西哥 坎昆 坎昆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 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DNATA Skyview Lounge 欧洲 瑞士 日内瓦 日内瓦克万特兰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atina Lounge (West

Wing)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Lounge Europe 欧洲 德国 慕尼黑 慕尼黑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Valerio Catullo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维罗那 维罗那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前

Diamond Lounge -

Terminal A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Diamond Lounge -

Terminal B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Cibeles Lounge

(T1)
欧洲 西班牙 马德里 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Puerta de Alcala

Lounge (T2)
欧洲 西班牙 马德里 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Puerta del Sol

Lounge (T3)
欧洲 西班牙 马德里 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Galdos 欧洲 西班牙 大加那利岛 大加那利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T3 欧洲 西班牙 马拉加 马拉加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Formentor 欧洲 西班牙 马洛卡岛 马洛卡岛帕尔马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Sala VIP Valldemossa 欧洲 西班牙 马洛卡岛 马洛卡岛帕尔马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Nivaria 欧洲 西班牙 特内里费岛 北特内里费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Montana Roja 欧洲 西班牙 特内里费岛 南特内里费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Joan Olivert 欧洲 西班牙 瓦伦西亚 瓦伦西亚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Salon Ifach

Lounge
欧洲 西班牙 阿利坎特 阿利坎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GUACIMETA 欧洲 西班牙 兰萨罗特岛 兰萨罗特岛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ir Tahiti Nui Lounge 大洋洲 大溪地 帕皮提 帕皮提法阿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欧洲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萨格勒布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arlsberg Aviator Lounge

(T2)
欧洲 丹麦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By

Swissport (T2)
欧洲 丹麦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Tallinn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爱沙尼亚 塔林 塔林伦纳特·梅里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By

Swissport (T2)
欧洲 芬兰 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万塔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No1 Edinburgh 欧洲 英国 爱丁堡 爱丁堡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VIP Lounge Caruso (T1) 欧洲 意大利 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中东 科威特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Metro Lounge 中东 科威特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欧洲 马其顿 奥赫里德 奥赫里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Business

Lounge
欧洲 马其顿 斯科普里 斯科普里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T2) 欧洲 波兰 格丹斯克 格但斯克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波兰 卡托维兹 卡托维兹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

Bolero
欧洲 波兰 华沙 华沙肖邦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Classic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F航站楼 安检后

Ambassador Transit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Euroairport Skyview

Lounge
欧洲 瑞士 巴塞尔 巴塞尔-米卢斯-弗赖堡欧洲机场 Y航站楼 安检后

Horizon Lounge 欧洲 瑞士 日内瓦 日内瓦克万特兰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Yorksh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利兹 利兹布拉德福德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波兰 弗罗茨瓦夫 弗罗茨瓦夫-哥白尼机场 申根航站楼 安检后

The Royal Palm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桑福德 奥兰多桑福德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艾卜哈 艾卜哈地区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内基兰 内基兰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塔布克 塔布克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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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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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塔伊夫 塔伊夫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吉达 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 北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Genova 欧洲 意大利 热那亚 热那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延布 延布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Neptuno Lounge 欧洲 西班牙 马德里 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 4S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Mayor Lounge 欧洲 西班牙 马德里 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安托法加斯塔 安托法加斯塔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l Dhabi Lounge (T1) 中东 阿联酋 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l Reem Lounge (T1) 中东 阿联酋 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IASS Lounge (Honolulu) 北美洲 美国 火奴鲁鲁 火奴鲁鲁/檀香山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卡拉马 卡拉马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康塞普西翁 康塞普西翁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伊基克 伊基克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Ezeiza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5) 中东 科威特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机场 T5航站楼 安检后

Jet Lounge (Schengen) 欧洲 奥地利 维也纳 维也纳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ky Lounge (T3

Schengen)
欧洲 奥地利 维也纳 维也纳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ky Lounge (T3 Non-

Schengen)
欧洲 奥地利 维也纳 维也纳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英国 埃克塞特 埃克塞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贝尔法斯特 乔治·贝斯特贝尔法斯特城市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ISG International CIP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 新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欧洲 格鲁吉亚 巴统 巴统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欧洲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 第比利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Level 2)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2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特木科 特木科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The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英国 泽西岛 泽西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Aphrodite Lounge 欧洲 塞浦路斯 拉纳卡 拉纳卡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Domestic)
非洲 南非 开普敦 开普敦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International)
非洲 南非 开普敦 开普敦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非洲 南非 东伦敦 东伦敦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非洲 南非 乔治 乔治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Bidvest Sky Lounge

(Domestic)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

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Domestic)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

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International)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

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非洲 南非 伊丽莎白港 伊丽莎白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非洲 南非 德班 沙卡国王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 KLM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La Croix du Sud Lounge 欧洲 法国 图卢兹 图卢兹-布拉尼亚克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Library Lounge 欧洲 法国 尼斯 尼斯蓝色海岸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he Levity Lounge 欧洲 法国 尼斯 尼斯蓝色海岸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The Infinity Lounge 欧洲 法国 尼斯 尼斯蓝色海岸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The Canopy Lounge 欧洲 法国 尼斯 尼斯蓝色海岸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Gate VIP Lounge SACBO 欧洲 意大利 贝加莫 贝加莫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Landside VIP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贝加莫 贝加莫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irport Wellness Oasis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Pergolesi 欧洲 意大利 米兰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ONTEVERDI LOUNGE -

Malpensa (T1)
欧洲 意大利 米兰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Montale 欧洲 意大利 米兰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Leonardo 欧洲 意大利 米兰 米兰利纳特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Icare Lounge (T1) 欧洲 法国 巴黎 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英国 纽基 纽基康沃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SkyCourt lounge (T2) 欧洲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ICF Lounge (T1) 欧洲 土耳其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ICF Lounge (T2) 欧洲 土耳其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Wellness Spa -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2 安检后

Salon VIP Lounge 北美洲 加拿大 魁北克 魁北克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Icare Lounge (South

Terminal)
欧洲 法国 巴黎 巴黎奥利机场 南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International)
欧洲 土耳其 伊兹密尔 伊兹密尔/伊士麦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Domestic)
欧洲 土耳其 伊兹密尔 伊兹密尔/伊士麦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nadolujet Primeclass

Lounge (Domestic)
欧洲 土耳其 安卡拉 安卡拉-埃森博阿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hlan Lounge @B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Domestic)
欧洲 土耳其 博德鲁姆 米拉斯-博德鲁姆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2 Departure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DS Lounge 非洲 尼日利亚 阿布贾 阿布贾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Loyalty Lounge (Terminal

2 - International)
亚洲 印度 孟买 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er Lounge 中东 科威特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er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登巴萨 登巴萨伍拉·赖国际机场 新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Karibuni Lounge 非洲 乌干达 恩德培 恩德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medee Maingard

Lounge
非洲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国

际机场
新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Lounge 欧洲 西班牙 毕尔巴鄂 毕尔巴鄂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rt &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纽约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前

Piemonte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都灵 都灵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First Class Lounge (T1) 中东 埃及 开罗 开罗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First Class Lounge (T3) 中东 埃及 开罗 开罗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Air Canada Maple Leaf

Lounge (Terminal 2A)
欧洲 法国 巴黎 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ir Canada Maple Leaf

Lounge (T1)
欧洲 德国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波兰 卡托维兹 卡托维兹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PAGSS Lounge (T1) 亚洲 菲律宾 马尼拉 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um Lounge 亚洲 塞浦路斯 帕福斯 帕福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2 Arrival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2航站楼 到达区

Travel Club Lounge 1

(Domestic Terminal)
亚洲 印度 钦奈 钦奈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Travel Club Lounge 1

(Old International
亚洲 印度 钦奈 钦奈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Travel Club Lounge (New

International Terminal)
亚洲 印度 钦奈 钦奈国际机场 新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Travel Club Lounge (Int'l) 亚洲 印度 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onfluence Lounge 欧洲 法国 里昂 里昂圣埃克絮佩里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ont-Blanc Lounge 欧洲 法国 里昂 里昂圣埃克絮佩里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ravel Club Lounge

(Domestic)
亚洲 印度 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wissport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希腊 雅典 雅典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ssenger Lounge E Pier 欧洲 意大利 罗马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ky Hub Lounge (East

Wing)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Azahar 欧洲 西班牙 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AP Air Portugal Lounge 欧洲 葡萄牙 丰沙尔 丰沙尔-马德拉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lue Lounge 欧洲 葡萄牙 里斯本 里斯本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Earth Lounge (Int'l) 亚洲 印度 柯钦 科钦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Salon Ambar 北美洲 多米尼加 普拉塔港 普拉塔港-格利高里奥卢佩龙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Victorian Room 北美洲 多米尼加 普拉塔港 普拉塔港-格利高里奥卢佩龙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到达区

Pacific Club Lounge (T3) 亚洲 菲律宾 马尼拉 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吉赞 吉赞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Gassim - Dom)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加西姆 加西姆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Gassim - Int'l)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加西姆 加西姆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哈伊勒 哈伊勒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G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登巴萨 登巴萨伍拉·赖国际机场 新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Lembayung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北干巴鲁 北干巴鲁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FVG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的里雅斯特 的里雅斯特-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北美洲 加拿大 温尼伯 温尼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4 Departure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VIP Lounge 欧洲 库拉索岛 哈托 库拉索国际机场/哈托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欧洲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 卢布尔雅那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assenger Lounge D Pier 欧洲 意大利 罗马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Calpe Lounge 欧洲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 Intl

Departure)
非洲 摩洛哥 阿加迪尔 阿加迪尔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Departure)
非洲 摩洛哥 拉巴特 拉巴特-塞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2 -

Departures)
非洲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非洲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到达区

Pearl Lounge (T1 Arrival) 非洲 摩洛哥 非斯 非斯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 Intl

Arrival)
非洲 摩洛哥 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迈纳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 Intl

Departure)
非洲 摩洛哥 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迈纳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Arrival) 非洲 摩洛哥 拉巴特 拉巴特-塞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Departure)
非洲 摩洛哥 丹吉尔 丹吉尔伊本白图泰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KAL Lounge (Domestic) 亚洲 韩国 大邱 大邱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The Escape Lounge (T1)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he Escape Lounge (T2)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The Escape Lounge (T3)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The Escape Lounge 欧洲 英国 东米德兰兹 东米德兰兹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Spitfire Lounge 欧洲 英国 南安普敦 南安普敦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Departures)
非洲 卢旺达 基加利 基加利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Skyway Premium Lounge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KAL Lounge (Int'l) 亚洲 韩国 釜山 釜山金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KAL Lounge (JFK)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1) 中东 埃及 沙姆沙伊赫 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2) 中东 埃及 沙姆沙伊赫 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Corpac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厄瓜多尔 昆卡 昆卡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lon VIP Lounge 北美洲 多米尼加 蓬塔卡纳 蓬塔卡纳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VIP Lounge 北美洲 多米尼加 蓬塔卡纳 蓬塔卡纳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厄瓜多尔 加拉帕戈斯群岛 加拉帕戈斯群岛-巴尔特拉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ero Connection VIP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萨尔瓦多 圣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IP Lounge (Non

Schengen)
欧洲 葡萄牙 法鲁 法鲁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Gabfol Lounge

(Dom)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The Gabfol Lounge (Int'l)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The Escape Lounge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KAL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洛杉矶 洛杉矶国际机场
Tom Bradley

International
安检后

Business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波兰 卢布林 卢布林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Wingtips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Durer Lounge 欧洲 德国 纽伦堡 纽伦堡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ta Plus Lounge 欧洲 葡萄牙 蓬塔德尔加达 蓬塔德尔加达-若昂保罗二世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ata Plus Lounge 欧洲 葡萄牙 特塞拉岛 特塞拉岛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asheel First Class

Lounge (Int'l)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塔伊夫 塔伊夫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柬埔寨 暹粒 暹粒-吴哥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中东 阿曼 塞拉莱 塞拉莱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Mendoza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门多萨 州长弗朗西斯科·加布里埃利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San Luis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圣路易斯 市长塞萨尔·劳尔·奥赫达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Club

Salta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萨尔塔 马丁·米格尔·德·格梅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Class Lounge of

Vietnam Airlines (Int'l)
亚洲 越南 河内 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ap des Falco 欧洲 西班牙 伊比萨岛 伊比萨岛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Skylife Lounge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绍森德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OSL Lounge 欧洲 挪威 奥斯陆 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Cordoba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科尔多瓦 科尔多瓦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Int'l)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17/02 Lounge 欧洲 科索沃共和国 普里什蒂纳 普里什蒂纳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idvest Premier Lounge 非洲 南非 布隆方丹 布拉姆 - 费舍尔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Travel Club Lounge by

TFS Performa (Terminal 2
亚洲 印度 孟买 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reludium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波兰 华沙 华沙肖邦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CIP Lounge 亚洲 巴基斯坦 木尔坦 木尔坦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IP Lounge 亚洲 巴基斯坦 木尔坦 木尔坦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he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清迈 清迈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波士顿
波士顿爱德华·劳伦斯·洛根将军国际机

场
E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 KLM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芝加哥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T5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休斯敦 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KLM Crown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休斯敦 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 KLM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旧金山 旧金山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Air France - KLM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菲律宾 宿务 宿务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hlan Business Class

Lounge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hlan First Class Lounge

(Concourse D)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arhaba Lounge

(Concourse D)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Fiji Airways Premier

lounge
大洋洲 斐济 楠迪 楠迪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Earth Lounge (Dom) 亚洲 印度 柯钦 科钦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The Coral Executive

Lounge (T2 - Level 3)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廊曼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The Coral Executive

Lounge (T1 - Level 3)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廊曼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um Lounge 欧洲 英国 唐卡斯特 唐卡斯特谢菲尔罗宾汉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anaia Lounge 大洋洲 新西兰 基督城 基督城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Manaia Lounge (ZQN) 大洋洲 新西兰 皇后镇 皇后镇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瑞士 苏黎世 苏黎世机场 E航站楼 安检后

Rose Lounge 亚洲 越南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Mar del Plata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马德普拉塔 皮亚佐拉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eropuertos VIP Club

Tucuman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图库曼 图库曼本杰明国际机场 出发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San Juan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圣胡安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机场 出发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Neuquen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内乌肯 总统庇隆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Business Lounge (Hall A) 欧洲 法国 波尔多 波尔多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kyTeam Lounge

operated by Plaza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 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Int'l)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加利昂安东尼奥·卡洛斯·若

比姆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加利昂安东尼奥·卡洛斯·若

比姆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Arrivals)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加利昂安东尼奥·卡洛斯·若

比姆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前

Plaza Premium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 利雅得-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omfort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博德鲁姆 米拉斯-博德鲁姆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angkok Airways Luang

Prabang Lounge
亚洲 老挝 琅勃拉邦 琅勃拉邦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Amber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F航站楼 安检后

LLegads Arrival Lounge

(Wing D)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Bidvest Premier Lounge

Lanseria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 拉塞利亚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The Coral Executive

Lounge (International
亚洲 泰国 普吉岛 普吉岛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CIP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麦地那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国际

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TOP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伏努科沃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Salon Vip 非洲 尼日尔 尼亚美 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 Departure Terminal 安检后

First and Business Class

Lounge
中东 埃及 开罗 开罗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lub Aspire lounge (T3)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Business Lounge Non-

Schengen
欧洲 波兰 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ravel Club Lounge 2

(Old International
亚洲 印度 钦奈 钦奈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Travel Club Lounge 2

(Domestic Terminal)
亚洲 印度 钦奈 钦奈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Dzimbahwe Executive

Lounge
非洲 津巴布韦 维多利亚瀑布城 维多利亚瀑布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Domestic Pier C)
北美洲 加拿大 温哥华 温哥华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LLegads Arrival Lounge

(Wing E)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Aspire Lounge

International
北美洲 加拿大 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VIP/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保加利亚 瓦尔纳 瓦尔纳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乌隆他尼 乌隆他尼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T/G Lounge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望加锡 望加锡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欧洲 西班牙 拉科鲁尼亚 拉科鲁利亚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Goldair Handling Lounge 欧洲 希腊 雅典 雅典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非洲 肯尼亚 内罗毕市 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Miracle First Class

Lounge (Concourse D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iracle Business Class

Lounge (Concourse D -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ky Hub Lounge (Intl -

Concourse A)
亚洲 韩国 首尔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4 Arrival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前

Sama Sama Express KLIA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安检后

Sama-Sama Express

KLIA2
亚洲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2 安检后

The Wings Transit

Lounge
亚洲 菲律宾 马尼拉 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前

Pearl Lounge (T1

Departure)
非洲 摩洛哥 乌季达 乌季达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Pearl Lounge (T1 Arrival) 非洲 摩洛哥 乌季达 乌季达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Departure) 非洲 摩洛哥 非斯 非斯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T2 Arrival) 非洲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穆罕默德五世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Airport Lounge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

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AGSS Lounge

(International)
亚洲 菲律宾 达沃 达沃-纳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GSS Lounge

(Domestic)
亚洲 菲律宾 达沃 达沃-纳卯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Flamingo Lounge 非洲 莫桑比克 马普托 马普托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Flamingo Lounge 非洲 莫桑比克 马普托 马普托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Flamingo Lounge 非洲 莫桑比克 贝拉 贝拉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Eventyr Lounge 欧洲 丹麦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Arrival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前

Northern Lights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英国 阿伯丁 阿伯丁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ICARE (West Terminal) 欧洲 法国 巴黎 巴黎奥利机场 西航站楼 安检后

Gesap Vip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巴勒莫 巴勒莫机场 出发航站楼 安检前

Plaza Premium Lounge

(T5 Departures)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希思罗机场 T5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3 US Transborder)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T2 Domestic)
亚洲 印度 新德里 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Laguna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符拉迪沃斯托克 符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Primorye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符拉迪沃斯托克 符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Sala VIP Mediterraneo 欧洲 西班牙 马洛卡岛 马洛卡岛帕尔马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中东 埃及 马萨阿拉姆 马萨阿拉姆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Pearl Lounge 中东 埃及 马萨阿拉姆 马萨阿拉姆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lossom - Sats & Plaza

Pemium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Crown Lounge 亚洲 约旦 安曼 阿勒娅王后国际机场 Main Terminal 安检后

Aviserv Lounge 亚洲 印度 孟买 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罗马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Nthula Lounge

(Domestic)
非洲 博茨瓦纳 卡萨内 卡萨内机场 Main Terminal 安检后

Nthula Lounge 非洲 博茨瓦纳 卡萨内 卡萨内机场 Main Terminal 安检后

Royal Brunei's Sky

Lounge
亚洲 文莱 斯里巴加湾市 文莱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中东 沙特阿拉伯 达曼 达曼-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International

Terminal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欧洲 瑞士 苏黎世 苏黎世机场 E航站楼 安检后

Andes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阿图罗·梅里诺·贝尼特斯准将

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ondor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阿图罗·梅里诺·贝尼特斯准将

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angkok Airways Blue

Ribbon Club Domestic
亚洲 泰国 清迈 清迈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Bangkok Airways

Boutique Lounge
亚洲 泰国 清迈 清迈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Bangkok Airways Blue

Ribbon Club Domestic
亚洲 泰国 清莱 清莱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Bangkok Airways Blue

Ribbon Club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angkok Airways Blue

Ribbon Club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Bangkok Airways

Boutique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angkok Airways

Boutique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Gol Premium

Lounge(Intl, East sid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圣保罗

圣保罗-瓜鲁柳斯安德烈·弗朗哥·蒙托罗

州长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Gol Premium

Lounge(Domestic)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加利昂安东尼奥·卡洛斯·若

比姆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Gol Premium

Lounge(International)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巴西 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加利昂安东尼奥·卡洛斯·若

比姆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Exact Change Business

Centre
欧洲 意大利 威尼斯 威尼斯马可·波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Hala Bahrain (Arrivals

Lounge)
中东 巴林 麦纳麦 麦纳麦-巴林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彭塔阿雷纳斯

彭塔阿雷纳斯-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

波总统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图马科 拉弗罗里达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欧洲 英国 诺维奇 诺里奇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um Lounge 欧洲 英国 达勒姆提斯瓦雷 达勒姆提斯瓦雷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acific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智利 蒙特港 蒙特港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蒙得维的亚卡拉斯科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eropuertos VIP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乌拉圭 埃斯特角城 埃斯特角城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Open Sky Lounge 欧洲 德国 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 C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爱尔兰 科克 科克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中东 埃及 开罗 开罗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alm Strip Lounge 亚洲 斯里兰卡 科伦坡 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Coral Beach Lounge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普吉岛 普吉岛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墨尔本 墨尔本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AGSS Lounge 亚洲 菲律宾 安吉利斯 克拉克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China Airlines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旧金山 旧金山国际机场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
安检后

Travel Club(International) 亚洲 印度 那格浦尔 巴巴萨海布·阿姆倍伽尔博士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Travel Club(Domestic) 亚洲 印度 那格浦尔 巴巴萨海布·阿姆倍伽尔博士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lack Berry lounge 亚洲 印度 哥印拜陀 哥印拜陀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Premium Lounge 亚洲 印度 瓦多达拉 瓦多达拉-巴罗达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Loyalty Lounge(Domestic

Terminal 1)
亚洲 印度 孟买 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South) 欧洲 英国 伯明翰市 伯明翰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oru Lounge 欧洲 爱尔兰 香农 香农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Burren Lounge 欧洲 爱尔兰 香农 香农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ong Hong Business

Lounge
亚洲 越南 河内 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ntiago VIP Lounge 欧洲 西班牙
圣地亚哥-德孔

波斯特拉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Lotus Lounge 亚洲 越南 金兰 金兰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Intl)
亚洲 印度 艾哈迈达巴德 艾哈迈达巴德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atalina Loung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达尔文 达尔文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非洲 摩洛哥 达赫拉 达赫拉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Grey Wall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克拉斯诺尔斯克 克拉斯诺尔斯克机场 A航站楼 安检后

Amaravathi Aromas 亚洲 印度 维杰亚瓦达 维杰亚瓦达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合艾 合艾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DFW Airline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达拉斯 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欧洲 德国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mushe Lounge 非洲 纳米比亚 温特和克 温得和克卢格哈威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Lounge World 欧洲 德国 慕尼黑 慕尼黑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Good times 亚洲 印度 孟买 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My Lounge - South

Terminal
欧洲 英国 伦敦市 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南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欧洲 芬兰 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万塔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irport Business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 C航站楼 安检后

SUN COAST 亚洲 越南 金兰 金兰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亚洲 马来西亚 兰卡威 兰卡威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BAC Credomatic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哥斯达黎加 圣何塞 胡安·圣何塞安圣玛丽亚国际机场 Main Terminal 安检后

Beirut Lounge 中东 黎巴嫩 贝鲁特 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Kandinsky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莫斯科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Al Mubarakiya Lounge 中东 科威特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Good Times Lounge

(Domestic)
非洲 印度 果阿 果阿达波里姆机场 Domestic Terminal 安检后

Good Times

Lounge(International)
非洲 印度 果阿 果阿达波里姆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Hanaq Cusco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秘鲁 库斯科

亚历杭德罗·韦拉斯科·阿斯泰特国际机

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umaq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秘鲁 利马 利马豪尔赫·查韦斯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非洲 摩洛哥 欧云 哈斯桑一世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Bremen

Lounge
欧洲 德国 不莱梅 不莱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emium Lounge 欧洲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埃尔普拉特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Oasis Lounge 亚洲 印度 孟买 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LR Domestic Lounge 亚洲 印度 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BLR International Lounge 亚洲 印度 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hangi Lounge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樟宜机场 Jewel Changi 安检前

Travel Food Services 亚洲 印度 孟买 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Bird Lounge 亚洲 印度 浦那 浦那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Bird Lounge 亚洲 印度 布巴内斯瓦尔 布巴内斯瓦尔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Bird Lounge 亚洲 印度 特里凡得琅 特里凡得琅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Bird Lounge 亚洲 印度 德拉敦 德拉敦利格兰特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Bird Lounge 亚洲 印度 卡利卡特 卡利卡特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ILE Bar 亚洲 印度 勒克瑙 乔杜里查兰·辛格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MERA Business Lounge

Domestic
北美洲 墨西哥 坎昆 坎昆国际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MERA Business Lounge

International
北美洲 墨西哥 坎昆 坎昆国际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Air Lounge 亚洲 孟加拉 达卡 达卡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Executive Loung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加拉加斯-迈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

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Italviajes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加拉加斯-迈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

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CIP Orchid Lounge 亚洲 越南 岘港 岘港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Domestic CIP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dinkra Lounge 非洲 加纳 阿克拉 阿克拉-科托卡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Prima Vista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卡利亚里 卡利亚里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The Cram Bar 亚洲 印度 昌迪加尔 昌迪加尔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Golden Chariot 亚洲 印度 乌代浦尔 乌代浦尔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Grey Wall Lounge 欧洲 俄罗斯联邦 克拉斯诺尔斯克 克拉斯诺尔斯克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ula Lounge 非洲 博茨瓦纳 哈博罗内 哈博罗内-塞雷茨·卡马爵士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Club Aeroparque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霍尔赫纽贝里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eropuertos VIP Club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阿根廷

里瓦达维亚海军

准将城
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清莱 清莱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International)
亚洲 印度 坎努尔 坎努尔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Domestic) 亚洲 印度 坎努尔 坎努尔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Sheikh

Saad
中东 科威特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机场

Terminal 3(Sheikh

Saad Terminal)
安检后

Pearl Lounge 中东 约旦 亚喀巴 侯赛因国王国际机场 离境航站楼 安检后

Pearl Lounge (Arrivals) 非洲 卢旺达 基加利 基加利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CIP Lounge 欧洲 葡萄牙 法鲁 法鲁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2 欧洲 英国 爱丁堡 爱丁堡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sleep 'n fly Sleep Lounge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erminal 3 安检后

Sala Respighi 欧洲 意大利 米兰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前

CIP Orchid lounge 2 亚洲 越南 岘港 岘港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Ahlein Premium Lounge 中东 埃及 开罗 开罗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Piranesi 欧洲 意大利 米兰 米兰利纳特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Sala VIP Cartagena de

Indias

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
哥伦比亚 卡塔赫纳 卡塔赫纳拉斐尔·努涅斯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Earth Lounge 亚洲 印度 浦那 浦那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Air India Mahajara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T4航站楼 安检后

IGA Lounge 欧洲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新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Majan Lounge 中东 阿曼 马斯喀特 马斯喀特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休息室名字 洲 国家 城市 机场/高铁名称 航站楼
安检前

安检后

Aspire Lounge 欧洲 荷兰 埃因霍温 埃因霍温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Tramuntana 欧洲 西班牙 梅诺卡岛 梅诺卡岛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Sala VIP Jable 欧洲 西班牙 罗萨里奥港 富埃特文图拉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Primeclass Lounge 北美洲 美国 西棕榈滩 西棕榈滩国际机场
离境出发航站楼, 大堂

A/B
安检后

British Airways Lounge 欧洲 意大利 罗马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EBL Sky Lounge 亚洲 孟加拉 达卡 达卡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清迈 清迈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Coral Executive Lounge 亚洲 泰国 曼谷 曼谷廊曼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安检后

MJAS CIP Lounge 亚洲 缅甸 曼德勒 曼德勒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中东 阿联酋 迪拜 迪拜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安检后

Payanke CIP Lounge by

Avani
非洲 塞舌尔 马埃岛 塞舌尔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前

Lounge One 非洲 尼日利亚 阿布贾 阿布贾机场 B航站楼 安检后

Airspace Lounge 非洲 尼日利亚 阿布贾 阿布贾机场 D航站楼 安检后

First Lounge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 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前

Sala VIP Illas Cíes 欧洲 西班牙 维哥 维戈佩纳多尔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前

Ahlein Premium Lounge 中东 黎巴嫩 贝鲁特 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 主航站楼 安检后

Primus Lounge(Dom) 亚洲 印度 阿姆利则 斯里兰卡大师拉姆达斯梓国际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Primus Lounge(Intl) 亚洲 印度 阿姆利则 斯里兰卡大师拉姆达斯梓国际机场  国际航站楼 安检后

Primus Lounge 亚洲 印度 印多尔 戴维阿喜亚拜·霍尔卡机场 国内航站楼 安检后

Air Lounge (Non-

Schengen)
欧洲 奥地利 维也纳 维也纳国际机场 T1&T2航站楼 安检后

Plaza Premium Lounge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 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安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