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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吉祥航空官方微信或下载客户端，
绑定登录后即可领取您的电子会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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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账户管理

.会员账户建立

吉祥航空·如意俱乐部会根据您本人提供的真实、详尽的个人信息
建立积分账户。账户信息包括中英文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出生日期、
国籍、家庭或单位的邮寄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联系电话和
手机号码。

.账户信息修改

账户信息一旦发生变更，请尽快操作修改，以便能够顺利地为您发
送信件或电子邮件等资讯。您可以通过网站自助修改，也可前往直
属售票处或致电会员专线，提供有效证件、会员卡号后进行修改。
如委托代理人办理，代理人需出示有效证件及委托授权书。

.实体会员卡

简称实体卡，根据会员级别对应相应卡样并打印有会员卡号、英文
姓名等信息的塑料卡片。当您获得贵宾会员资格后会收到实体卡，
并持卡享受对应权益与服务。

.电子会员卡

简称电子卡，通过吉祥航空客户端、官方微信等电子设备或软件展
示的会员卡图片，对应会员级别，显示会员卡号、姓名等信息。

.有效证件

指用于证明自然人有效身份信息的证件。旅客登机的有效证件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护照、户口薄、婴儿出
生证明、军官证、武警警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籍人员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临时居留证等，以及中国民航总局规定的其他有效乘机身份证件。

账户安全

.登录密码

登录密码仅作为会员登录、查询会员账户时使用，密码由数字组成，
登录密码将被默认设置为您注册时所留手机号码。

.积分支付密码

积分支付密码是会员使用账户积分消费时必要的验证方法，密码由
六位数字组成。您可使用登录密码登录会员网站，对积分支付密码
进行自定义设置并激活。

.开通积分支付密码

开通积分支付密码是对会员身份及账户真实性的有效验证，同时也
能保障会员账户信息及账户积分的安全。您可登录吉祥航空官网或
使用官方APP，选择相关认证方式开通操作。

您应妥善保管登陆及积分支付密码，所有使用您密码的操作均视为
您的操作，因密码遗失、泄露、被窃所导致的损失由您自行承担。

积分累积

积分累积说明

.定级积分

指会员通过乘坐航班并且选择指定舱位，根据积分累积规则获取的
积分，是衡量会员级别的标准之一。

.定级航段

指会员通过乘坐航班并且选择指定舱位所累积乘机次数，是衡量会
员级别的标准之一。

.消费积分

指会员账户中可消费积分的总称，包括乘坐有效的吉祥航空或合作
伙伴航司航班，以及在合作伙伴处消费所得的积分。

.积分有效期

积分自会员活动当月起 24个月内有效。在积分有效期内，您可以使
用积分兑换奖励，有效期内未使用的积分到期将自动清零。

积分累积规则

总则

.吉祥航空·如意俱乐部积分累积以点为计算单位，进行结算时每点
积分可抵扣一元人民币的现金价值。

.您可以通过搭乘吉祥航空实际承运的航班，选择指定舱位进行累积
积分。

.您也可以选择吉祥航空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累积积分。

.吉祥航空·如意俱乐部合作伙伴，对于积分累积的标准会有所不同
并且将不定期变动，我们会将调整信息第一时间公布在吉祥航空官
网，请您留意并随时查询。

.在购票时，请您了解行程单上显示的承运人与实际执行航班的承运
人代号，由于两者的不同，累积的积分规则与用途会有所不同。

积分
类型

合作
关系

客票承.
运人①

实际承.
运人

消费积
分用于
兑换

定级积
分用于
升级

定级航
段用于
升级

累积
规则

航空积分

—— 吉祥 吉祥 √ √ √

按会员持
卡方航空
公司公布
规则累积

有常客.
合作②

合作航司 合作航司 √ —— ——

代号共享
合作③

合作航司 吉祥 √ √ √

非航积分 —— —— —— √ —— ——

促销或额
外积分

根据您参与的活动不同，获得不同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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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①客票承运人是指，在电子客票行程单上显示的承运人。代号共享
航班会出现客票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不同的情况。

②常客合作是指，航空公司之间以双方会员计划为基础开展的合作
关系。

截止目前，已与吉祥航空开展常客合作的伙伴航空公司包括：中国
国际航空、长荣航空、新加坡航空、加拿大航空、美国联合航空、
全日空航空、深圳航空。

与吉祥航空未建立常客合作的航司会员，在搭乘由吉祥航空实际承
运的代号共享航班时，累积规则应遵循会员持卡方航空公司公布的
累积规则。

③代号共享合作是指，由一家航空公司销售而由另一家航空公司运
营航班的合作方式。

代号共享合作航司会员，在搭乘由吉祥航空实际承运的代号共享航
班时，请在值机柜台提供吉祥卡号，方可累积吉祥积分。

④“√”表示可累积；“——”表示不可累积。

搭乘吉祥航空航班时积分累积

.舱位代码是指机票上座位等级 (CLASS) 栏中标明的代码，表中没
有列明累积标准的订座舱位代码与不付费舱位不可累计积分。不累
积积分的舱位包括：O、I、X、Z、E、K、G、L、N。

.机票上座位等级 (CLASS) 栏中标明的代码，除不付费舱位代码以
外，经济舱按1次累积定级航段；头等舱、公务舱按2次累积定级航段。
不付费舱位包括：O、I、X、N。

.请您务必在购票时，使用的证件类型及号码与会员账户中的信息一
致，以确保您的积分被自动累积，若未自动累积，请及时进行积分
补登。

.累积范围包括由吉祥航空实际承运的航班，范围中不包括各类免票、
婴儿票及其他指定的不累积积分舱位的机票。

.使用积分兑换的奖励机票将不再被累积积分。

.在机上购买“即时升舱”产品或遇非自愿升舱时，累积的积分按照
原购票时的舱位累积。

.国内航线积分累积表

舱位等级 舱位代码 折扣率 累积标准

头等舱 P/F/A 350%-80%

10%*实际票价公务舱 J/C/D/R ——

经济舱

Y 100%

B 91% 8%*实际票价

M/U 86%-81% 6%*实际票价

H/Q/V 76%-61% 3%*实际票价

W/S/T 51%-41% 2%*实际票价

.国际 ( 地区 ) 航线积分累积表

搭乘星空联盟伙伴航司积分累积

.您可累积积分的范围包括由吉祥航空合作伙伴航司实际承运，且挂
吉祥航空代号或合作伙伴航司代号的定期航班，并且选择指定舱位。

.在合作伙伴航司航班上累积的积分均为消费积分，不累积定级积分
与定级航段。

.由第三方航司实际承运且挂合作伙伴航司代号的航班不可累积积
分。

.同一次飞行记录只能在一家航空公司的会员计划中进行累积。请您
在购票或办理乘机手续时，将希望累积的航空公司会员卡号告诉工
作人员。

航线
公务舱 经济舱

J C D R Y B M U H Q V W S

地区航线

上海=香港 160 160 110 40 80 80 60 60 40 40 20 20 -

上海=澳门 190 190 130 40 80 80 60 60 40 40 20 20 -

上海=台北 130 130 80 30 80 60 60 60 60 30 20 20 -

上海=高雄 130 130 80 30 80 60 60 60 60 30 20 20 -

国际航线

上海=曼谷 420 420 260 140 260 260 260 260 260 140 70 70 -

天津=曼谷 350 350 300 150 200 150 150 150 150 150 90 90 -

上海=清迈 350 350 300 150 200 150 150 150 150 150 90 90 -

上海/成都=甲米 180 180 140 100 140 100 100 100 100 100 50 50 -

上海/南京=普吉岛 185 185 145 100 145 100 100 100 100 100 50 50 -

上海=东京 580 580 580 160 380 380 380 380 380 160 100 100 -

上海=福冈 230 230 140 55 140 110 110 110 110 55 55 55 -

上海/南京=札幌 450 385 385 150 385 300 300 300 150 150 150 150 -

上海/厦门=名古屋 390 390 230 90 230 160 160 160 160 90 90 90 -

上海/南京=冲绳 125 125 125 85 105 85 85 85 85 85 40 40 -

上海/南京=大阪 350 350 200 80 200 150 150 150 150 80 80 80 -

上海/南京=济州岛 100 100 80 20 80 50 50 50 50 20 20 20 -

上海=江原道 150 150 100 30 100 70 70 70 70 30 30 30 -

上海=清州 90 90 55 20 55 45 45 45 45 20 20 20 -

上海=伊尔库兹克 360 290 290 240 290 240 240 240 120 120 120 120 -

上海/南京=卡利博 260 190 190 150 190 150 150 150 130 70 70 70 -

上海/南京=宿雾 260 190 190 150 190 150 150 150 130 70 70 70 -

上海=新加坡 425 500 375 330 300 270 250 230 210 150 135 12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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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伙伴航班允许累积积分舱位列表：

.搭乘星空联盟伙伴航司可累积的积分，请登录吉祥航空官网 -如
意俱乐部合作伙伴，查询积分累积计算器，计算器中未列明舱位不
可累积积分，查询网址 http://www.juneyaoair.com/pages/Club/
club.aspx

伙伴航空公司 舱位字母 适用航班日期

中国国际航空 P/F/A/J/C/D/Z/R/G/E/Y/B/M/U/H/Q 2017.05.23--至今

长荣航空 C/J/D/K/L/T/P/Y/B/M/H/S/Q 2017.05.23--至今

新加坡航空 F/A/Z/C/J/U/D/S/T/P/R/Y/B/E/M/H/W 2018.09.01--至今

加拿大航空
J/C/D/Z/P/O/E/N/Y/B/M/U/H/Q/V/W/G
(S/T/L/A/K加拿大国内航线不参与)

2017.05.23--至今

美国联合航空 F/A/J/C/D/Z/P/Y/B/M/E/U/H/Q/V/W/S/T/L/K 2017.05.23--至今

全日空航空 F/A/J/C/D/Z/P/G/E/Y/B/M/U/H/Q/V/W 2018.03.25--至今

深圳航空

F/P/A/C/D/G/Y/B/M/U/H/Q/V/R/W
.(国内航线) 2018.11.15--至今

C/J/D/Z/R/G/Y/B/M/U/H/Q/V/W.(国际航线)

在吉祥航空合作商户消费时积分累积

.在选择吉祥航空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您需提供吉祥航空
会员卡号，以确保您的积分能被准确记录。

.在合作伙伴处消费时，所累积积分的数额由合作伙伴方决定。

.建议您保留合作伙伴消费账单，直至在积分对账单中显示积分记录
无误。

.联名信用卡

银行 联名卡 快速办卡

白金卡(标准版)
13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请至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
领取申请表办理

白金卡(精英版)
22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金卡
35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银行 联名卡 快速办卡

至尊卡
12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白金卡
20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金卡
36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白金卡
22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金卡
35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白金卡
25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金卡
350信用卡积分=1吉祥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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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合作伙伴 奖励标准 咨询及服务

时尚
购物

购开心

购开心会员每22点积分，可兑换1点
吉祥航空积分

4000218826

酒店
集团

开元酒店集团

会员每次有效入住开元旗下酒店，可获
得吉祥航空积分奖励；会员可使用开元
“商祺会”积分兑换吉祥航空积分，每
3200点开元积分兑换70点吉祥积分

10105050

格兰云天酒店集团

会员可使用格兰云天“嘉赏会”积分兑
换吉祥航空积分，每100点“嘉赏会”
积分兑换2点吉祥积分

4007001997

深航酒店集团

深航酒店集团鹏尊会会员每2000点积
分可兑换吉祥航空40点积分

4008822202

积分
兑换

千积变

1点吉祥航空积分兑换1点千积变积分；
1点千积变积分兑换1点吉祥航空积分

0510-
82765280

中信乐益通

中信乐益通会员每1000点积分可兑换
吉祥航空10点积分

95558-9

锦江旅游

锦江会员每3000点积分可兑换吉祥航
空60点积分

10101666

飞客茶馆

飞客会员1350飞米可兑换吉祥航空
10点积分

4006196130

.合作商户 .积分补登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提供会员卡号及乘机信息，操作办理积分补登。

...官网补登：登录吉祥航空官网www.juneyaoair.com

...电话补登：致电会员专线4007006000

...传真补登：021-22388819

...邮寄补登：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80号一楼客户中心

.办理积分补登时，需提供电子客票行程单、登机牌原件或复印件、
会员卡号等必要信息。

.积分补登申请可在航班起飞 4日后提出，补登积分时限为乘机之
日或在合作伙伴处消费之日起 6个月内。超出补登期限则视为自动
放弃。

.新会员注册，办理入会之前 1个月内的行程可申请积分补登，超
出此期限将无法补登。

.对于补登凭证不全，内容不清晰或超过补登时限的资料，吉祥航空
将无法办理积分补登。如会员以邮寄方式进行资料提交与补登，吉
祥航空对邮寄过程中发生的迟交或遗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补登在合作伙伴处消费获得的积分，请直接与合作伙伴联系，及时
操作积分补登。

.会员搭乘星空联盟伙伴航司航班后，申请办理吉祥积分补登，需提
供乘机人姓名、航段、乘机日期、航班号及票号信息。补登申请需
在航班起飞后的6个月内提出，逾期将无法受理。

您账户中累积的积分能够为您和亲友兑换吉祥航空或合作伙伴航
司的奖励机票，也可登录如意购商城网站 (.http://mall.juneyaoair.
com.)，使用积分全额兑换心仪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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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兑换

.兑换须知

.已通过实名认证并成功激活消费密码的会员，可通过吉祥航空官网
操作积分在线兑换奖励。

.未设置消费密码的会员，请先登录吉祥航空官网设置并激活。

.您可以致电会员专线：4007006000，或前往吉祥航空直属售票处
办理积分兑换奖励机票。

.兑换奖励机票时，请您出示会员有效身份证件，并提供会员卡号、
乘机人相关信息。

.兑换吉祥航空如意购商城礼品时，请确认已开通消费密码后，登录
吉祥航空官网操作兑换。

奖励机票兑换规则

.兑换奖励机票时，选择的航班实际承运人与航班代号必须为同一家
航空公司，具体航班信息以系统查询结果为准。

.兑换吉祥航空奖励机票，可选择全额积分，或积分+现金方式支付。
使用积分抵扣消费的票款金额不开具发票。

.兑换奖励机票所需积分为吉祥航空实际销售舱位价格，按照指定舱
位出票。

.每个航班上可用于兑换奖励机票的座位数有限，为方便您进行兑换，
请事先查询奖励座位的可用情况。

.若公司机票价格以人民币之外货币公布，兑换时则根据订座系统中
当时汇率转换成人民币后，从会员的积分账户中扣除相应积分。

.兑换的吉祥航空奖励机票办理退票时，退回积分账户的积分有效期
仍按原有效期记录，若在申请积分退还时已经到期，则不会重新计
入积分账户。

.兑换星空联盟伙伴航司奖励机票时，所需积分需全额支付，您可提
前预订座位。如距离航班起飞 96小时以外预订，则须在预订后 72
小时内出票；如距离航班起飞 96小时以内预订，则须在预订后 24
小时内出票。

.兑换星空联盟伙伴航司奖励机票，请登录吉祥航空官网 -如意
俱乐部合作伙伴，使用兑换计算器查询兑换标准，查询网址 http://
www.juneyaoair.com/pages/Club/club.aspx

.奖励机票出票、退票

.兑换奖励机票涉及的一切税费和客票变更出现的税费差额须由会员
自行承担。

.当多种优惠、促销政策等并存时，会员只可享受最高优惠，不可重
复或同时享受。

.兑换婴儿、儿童奖励机票时，所需积分标准为国内 /国际航线运价
总则婴儿、儿童折扣标准。

.兑换奖励机票时，必须确定旅客姓名、航程、航班、乘机日期和兑
换舱位，并确定座位已订妥。

.使用积分兑换的奖励机票无法办理付费升舱。

.未经使用的奖励机票有效期，自填开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已使用的
奖励机票自首次旅行开始之日起，一年内运输有效。

.使用全额积分兑换的吉祥航空奖励机票退票时，以积分形式退还原
账户；使用积分+现金兑换的奖励机票，以先退积分，后退现金顺
序退还。民航发展基金 (机场建设费 )及燃油附加费等税金除外。

.使用积分兑换的吉祥航空奖励机票办理退改签手续时，需遵照客规
条款执行。

.使用积分兑换的星空联盟伙伴航司奖励机票，退改规则请登录
吉祥航空官网 -如意俱乐部合作伙伴查询，查询网址 http://www.
juneyaoair.com/pages/Club/club.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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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会员在连续 12个月的核卡周期内，定级积分或定级航段累积达到
上述标准，即可升级或保持为贵宾会员。

..定级积分与定级航段是指会员通过乘坐由吉祥航空实际承运且挂
HO代号的航班，并选择指定舱位而获得的积分数与航段数。

..机票上座位等级 (CLASS) 栏中标明的代码，除不付费舱位代码以
外，经济舱按 1次累积定级航段；头等舱、公务舱按 2次累积定
级航段。

.定级积分与定级航段累积周期，以当次实际飞行时间为准。

..贵宾会员级别有效期一年。当您达到贵宾会员标准时，贵宾卡有效
期从当月起计算，至第二年同月的月底。

..例：会员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达到金卡标准，金卡有效期为
2017.1-2018.1。

贵宾会员

.贵宾资格获得

贵宾会
员卡

卡样 升级标准 续级标准

银卡
12个月内定级积分达到
2000点或15次定级航段

12个月内定级积分达到
1800点或14次定级航段

金卡
12个月内定级积分达到
4000点或30次定级航段

12个月内定级积分达到
3600点或27次定级航段

白金卡
12个月内定级积分达到
8000点或60次定级航段

12个月内定级积分达到
7200点或54次定级航段

说明：

..贵宾会员需妥善保管贵宾卡，并于各服务环节主动出示，也可使用
吉祥航空APP或关注吉祥航空微信公众号，绑定会员账户后，出
示电子会员卡，以确保能顺利享受额外的会员权益。

..享用贵宾休息室时须凭贵宾卡及本人当日选乘吉祥航班机票或登机
牌，同行旅客需与贵宾会员搭乘同日同一吉祥航空航班或由吉祥航
空实际承运的航班。

.贵宾休息室服务将根据各机场当日实际业务情况做出调整。

.. ..国内航线使用计重制行李额标准，国际（地区）航线使用计件制
行李额标准。

..专享 VIP 车权益受始发航站机场条件或服务能力限制，部分站点
可能无法提供。

.贵宾会员权益

服务项目 银卡 金卡 白金卡

优先机场候补
√ √ √

贵宾会员配偶、子女可同时享受机场优先候补权益

额外免费行李额 10公斤或1件 20公斤或1件 30公斤或1件

优先办理值机 ——
头等舱或公务舱

柜台
头等舱或公务舱柜台

(携同行一人)

优先行李托运 —— √ √

贵宾休息室 —— 头等舱休息室
头等舱休息室
(携同行一人)

优先登机 —— √ √

专享VIP车

—— —— √

航班停靠远机位时，可享内场VIP车或专用摆渡车服务；本权益
受始发航站机场条件或服务能力限制，部分站点可能无法提供。

遇不正常航班 —— —— 享头等舱旅客标准

额外积分奖励 10% 15% 20%

优先保证付费
客票座位

√
(起飞前72小时内)

√
(起飞前48小时内)

√
(起飞前48小时内)

优先保证F、C、Y舱座位，春运及黄金周期间除外

投诉优先受理 √ √ √

贵宾会员专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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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积分合算

.资格会员

..申请家庭积分合算功能，必须指定一位主会员，主会员须年满 12
周岁。

..主会员的父母、配偶父母、配偶及子女登记家庭成员信息时，须由
主会员提出申请，并经登记成员签名同意。

..登记家庭成员最多不可超过 7位，主会员需要填写家庭积分合算
申请表并提交与登记成员的关系证明文件，如：结婚证、户口簿等
副本均可作为家庭成员关系证明文件。

.申请办法

请您致电吉祥航空会员专线：4007006000 提出申请，并提供关系
证明文件与经家庭成员签字认可的积分合算申请表。

儿童会员

“吉祥宝贝”儿童卡专为.2-11.周岁（含）的儿童会员设计，您可
通过登录吉祥航空官方网站进行申请，儿童会员需与一位成人账户
进行关联，年满12周岁的儿童会员将自动转为普通会员。

.吉祥宝贝卡样

.儿童权益

..儿童会员卡的积分与航段累积计算方法与成人会员相同，儿童会员
卡无法进行升降级。

..儿童会员卡账户中累积的积分与航段，无有效期限，一旦经家庭积
分合并或转为成人卡后，积分与航段有效期规则与普通会员卡一致。

..在家庭合并操作中，儿童会员账户不可设置为主账户，儿童会员账
户中的积分可合并至经绑定的主账户。

女宝卡 男宝卡

..年满 12周岁儿童会员将自动转为普卡会员，若同时达到升级标准
将给予升级，升级标准与成人相同。

..儿童会员账户中的积分仅限儿童本人使用及兑换产品，经家庭积分
合并后由主卡会员进行支配。

..儿童会员账户中有积分即可进行兑换，无需起兑标准；一经合并，
积分兑换规则与普通卡相同。

法律条款

.“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是由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并运营的常旅
客奖励计划。

.“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不接受法人或其它非法人组织的申请。本俱乐部除
家庭积分账户规定外，也不受理数人联合申请或同一人多次申请。

.旅客填写入会申请表，即表示本人同意并遵守“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积分
累积奖励活动的规定和要求，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动和补充。

.会员填写的个人信息须详细、准确，若个人信息提供不全或不准确，可能导
致“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不能向会员本人提供本俱乐部会籍或有关的优惠活
动。

.会员的通讯地址如有变更，请主动及时通知“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更正；
因地址错误导致邮件遗失、延误或者过期者，本俱乐部恕不负责。

.如因会员个人原因造成积分账户密码丢失，导致积分被盗用等后果，“吉祥
航空 •如意俱乐部”将不负任何责任。

.“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的积分不可兑换成现金，除家庭积分账户规定外，
会员积分均不得转让或合并，所获奖励如因相关政府法规而应予课税 /费（如燃
油附加费、机场建设费等）由会员自行负担。

.吉祥航空对于会员呈报任何虚假、错误资料或其他由吉祥航空认定为不当的
行为，如违反吉祥航空或本计划的其他合作伙伴、航空公司的规定，吉祥航空
有权视情节采取以下一项或数项法律行动：（1）要求赔偿损失；（2）终止会
员资格；（3）取消已累积的积分；（4）会员须缴付已搭乘航班的全额经济舱、
头等舱之票价及相关的律师费、诉讼费等。

.“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的规则中所涉及的生效或失效时间以北京当地时间
为准计算。

.“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保留直接修改或终止其积分累积奖励计划的权限，
且拥有会员卡的所有权。

.如遇到不可抗力（地质灾害等）、计算机黑客袭击、系统故障、通讯故障、
网络拥堵、供电系统故障、电脑病毒、恶意程序攻击及其它不可归因于吉祥航
空的情况时，吉祥航空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吉祥航空发现有影响会员账户及信息安全的行为，吉祥航空有权对会员
账户实施保护。必要时需会员重新验证身份方可继续使用账户。

.如您使用积分购买第三方商品或服务时，因第三方原因造成无法接受商品或
服务的，请您立即联系吉祥航空，吉祥航空将协助您进行积分追索。但因为该
行为为您授权之下所做，吉祥航空不保证能够追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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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售票中心

地址：中国上海肇嘉浜路789号均瑶国际广场底层....

邮编：200032..电话：51155746..传真：021-51155743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心...............

邮编：200336....................传真：021-22388819

销售服务热线：95520.......会员专线：4007006000.

电子邮箱：callcenter@juneyaoair.com

...................ffp@juneyaoair.com

公司网址：http://www.juneyaoair.com

吉祥航空官网

通过浏览 http://www.juneyaoair.com获悉吉祥航空最新消息与优
惠信息

本《会员手册》内容将取代以往版本，部分内容如因版本或印刷问
题未能及时更新，请以官网公布为准。

................................................——版本编号：2018年第 2版。

.“吉祥航空 •如意俱乐部”需要收集、保存和管理会员及会员业务需要的个人
资料，仅用来进行积分的累积、兑换及信息的运作管理及为会员提供服务和资
讯之用。若会员未能提供或提供资料不全，可能导致本俱乐部不能为会员提供
俱乐部会籍或有关优惠和服务。

.所有个人资料均按吉祥航空《隐私政策》进行管理。

.本规则与条款与当地政府法规相抵触时，以当地政府法规为准。

.如本规则及条款的中文版本与其它语言版本有差异，以中文版为准。

.本手册的部分规则和条款如由于版本或印刷问题未能及时更新，最新规则以
吉祥航空网站公布（www.juneyaoair.com）为准。

.如因会员规则产生纠纷，您同意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