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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航空国内旅客运输多等级舱位规定及使用规则（2019 版）

多彩贵州航空国内航班多等级舱位设置表
2019 年 4 月 30 日（含）执行
舱位等级

变更费

时间点

退票费
免费托运

舱位代码

客票等级

（航班计划起

时间点

飞时间）

（含）之前

折扣

OPEN

时间点
时间点之后

自愿签转
行李额

时间点之后
（含）之前

F

头等舱普通舱

-

2 小时

免费

5%

免费

5%

允许

40KG

C

公务舱普通舱

-

2 小时

免费

5%

免费

5%

允许

30KG

W

超经舱普通舱

100%

2 小时

免费

5%

5%

10%

允许

W

超经舱折扣舱

浮动

2 小时

免费

5%

5%

10%

不允许

O

公务舱/超经舱免票

Y

经济舱普通舱

100%

12 小时

5%

5%

5%

10%

B

经济舱折扣舱

90%

12 小时

10%

20%

20%

30%

M

经济舱折扣舱

85%

12 小时

10%

20%

20%

30%

H

经济舱折扣舱

80%

12 小时

20%

30%

30%

40%

K

经济舱折扣舱

75%

12 小时

20%

30%

30%

40%

L

经济舱折扣舱

70%

12 小时

20%

30%

30%

40%

J

经济舱折扣舱

65%

12 小时

20%

40%

30%

40%

Q

经济舱折扣舱

60%

12 小时

20%

40%

30%

40%

R

经济舱折扣舱

55%

12 小时

30%

60%

60%

90%

按对应产品规则执行

允许
允许
不允许
20KG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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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经济舱折扣舱

50%

12 小时

30%

60%

60%

90%

V

经济舱折扣舱

45%

12 小时

30%

60%

60%

90%

Z

经济舱折扣舱

40%

12 小时

30%

60%

60%

90%

I

经济舱折扣舱

35%

12 小时

30%

60%

80%

90%

U

经济舱折扣舱

30%

12 小时

30%

60%

80%

90%

D

经济舱产品舱

-

12 小时

40%

70%

90%

100%

P

经济舱产品舱

-

12 小时

40%

70%

90%

100%

X

经济舱产品舱

-

12 小时

40%

70%

90%

100%

T

经济舱产品舱

-

12 小时

40%

70%

90%

100%

A

经济舱产品舱

按对应产品规则执行

S

经济舱产品舱

按对应产品规则执行

N

经济舱免票

按对应产品规则执行

允许

G

经济舱团队票

按对应团队规则执行

不允许

适用范围：出票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含）以后，起飞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含）以后的多彩贵州航空国内客票。
客票有效期：除非另有规定，客票有效期自旅行之日起，一年内承运有效；如果客票全部未使用，则从填开之日起，一年内承运有效。
变更后客票的有效期仍然以原客票有效期为准。

多彩贵州航空客服电话：0851-961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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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规定
㈠ 本条件仅适用于表中已列明舱位的明折明扣客票，特价
旅客及特殊产品适用条件另行规定。
㈡ 销售单位应严格遵守价格与舱位对应的原则，不得违规
销售。
㈢ 客票的变更、退票、签转均应在客票的有效期内提出。
除票价另有规定外，客票有效期自填开客票之日起，一年内运输
有效；如果客票已部分使用，客票有效期自旅行之日起一年内运
输有效。
㈣ 明折明扣来回程、联程航班各舱位可组合使用，适用条
件按照各航段相应舱位的规定执行。
㈤ 如客票附有"不得签转/变更/退票"限制条件，销售单位
在出售客票时必须事先向旅客说明相关使用条件，避免发生投
诉。
㈥ 所有客票，出票后均不能作废。
㈦ 凡符合本条件的，优先按照本条件执行。在本条件中未
涉及的内容，则按照《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内运
输总条件》执行。
㈧ 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对本《规定》保留最终解释权。
二、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由多彩航实际承运及使用多彩航代号由其它航空公
司承运的、使用多彩航国内运输客票填开的国内航线运输，以及
与多彩航签有相互销售多等级舱位协议，并使用其它航空公司
客票填开的多彩航国内航线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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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价
各舱位价格以旅行之日订座终端中公布及出票时自动运价
指令(PAT：A)出来的运价为准，金额以人民币十元为单位，票款
个位四舍五入。
四、客票有效期
除另有规定外，客票有效期自旅行之日起，一年内承运有效；
如果客票全部未使用，则从填开客票之日起，一年内承运有效。
变更后客票的有效期仍以原客票有效期为准。
五、税费
燃油附加费以原始出票日期的金额为准，换开客票时，燃油
附加费不退不补。各销售单位应根据民航局规定向购买客票的
旅客征收有关税费，可享受减、免优惠的旅客类型如下:
㈠ 儿童、婴儿旅客，无论使用何种票价，均免征收民航发
展基金费；
㈡ 按民航局规定以成人公布普通票价 50%计费的革命伤残
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儿童、婴儿旅客，无论使用何种票
价，可享受燃油附加费减半（儿童、军警残旅客）
、免收（婴儿）
的优惠；
㈢ 若民航规定发生变化，则按民航最新规定办理。
六、定座与出票
㈠ F/C/W/O/Y/N 舱允许全程填开 OPEN 票，除有相关特殊
规定外，其它子舱位不允许填开 OPEN 票，W 舱在执行折扣运
价时不允许填开 OPEN 票。
㈡ 出票时限：以订座系统自动出票时限为准。
㈢ 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不能填开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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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票。军残、警残客票在 F、C、Y 舱订座，可享受 5 折优惠；若
在 F、C、Y 舱的子舱位中订座，视同为普通旅客购票。在 F/C/Y
舱订座时，客票类别项分别为“F 或 C 或 Y+ GM 或 JC ”。
㈣ 儿童/婴儿客票不能填开 OPEN 客票。
儿童客票在 F、C、Y、B、M、H、K、L、J、Q、R、E 舱位
中订座出票时，可享受民航局规定的 50%优惠票价。
儿童客票在 V、Z、I、U，以及 W、S、P、T、D、G 等产品
舱中订座出票时，儿童客票不再享受民航局规定的 50%优惠票价，
一律执行价格与舱位必须相符的规则，必须按照舱位对应价格
出票。
儿童无论在何种舱位订座，均需携带 CHD 标识。
儿童必须有成人同行方能出票，且必须需购买与其同行的
成人购买相同服务等级的客票。原则上，儿童必须与同行成人在
同一 PNR 中订座出票。若发生成人与儿童在两个不同的 PNR 中
订座时，销售单位必须在儿童的 PNR 中以 OSI 格式注明同行成
人票号，同时在成人的 PNR 中以 OSI 格式注明同行儿童票号，
如未按此规定操作，导致儿童无法顺利乘机，将由销售单位承担
责任。
如儿童单独乘机，必须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手续。
㈤ 无成人陪伴儿童只能在 F/C/Y 舱订座，客票类别项分别
为" F 或 C 或 Y+UM"。无人陪伴儿童仅限多彩航空客服中心（电
话：0851-9610077）或直属售票柜台办理。
㈥ 婴儿按照同一航班成人适用普通票价的 10%购买婴儿票，
不提供座位，多彩航空航班的婴儿承运人数有限制，需做申请；
如婴儿需要单独占用座位时，应购买儿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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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名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人旅客可
携带最多不能超过 2 名（含）婴儿旅客。携带两名婴儿旅客时，
其中一名婴儿旅客购买成人适用票价 10%客票，燃油附加费按婴
儿标准执行，另一名婴儿旅客必须购买儿童票，燃油附加费按儿
童标准执行。
㈦ 团队必须在同一记录编号中订座。如果通过线下黑屏进
行团队记录编号的出票操作，则客票“签注栏”应按相关舱位规定
填入“不得签转/变更/退票”等相应的限制条件。团队客票须用 EI
指令注明“不得签转更改/GV+人数”。
㈧ 客票乘机联必须按顺序使用，否则按各乘机联对应订座
舱位的退票规定办理退票。
七、自愿签转
㈠ 购买民航局规定的婴儿、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
警察的客票允许自愿签转。当自愿签转与外航舱位价格存在差
额时，须按客票换开处理，重新出票，产生的票款差额多退少补，
不收取变更费。
㈡ 无成人陪伴儿童不得自愿签转。
㈢ 除第㈠、㈡款规定之外，凡不允许自愿签转的客票要求
自愿签转，均按自愿退票处理。
八、自愿变更
各销售单位必须使用自愿变更操作指令办理此项业务。
变更费、升舱费均须按照舱位对应适用的客票票面价进行
计算，费用的小数点后面四舍五入到个位。
㈠ 相同舱位自愿变更时的计算规则
相同舱位变更日期、航班时，变更手续费按以下规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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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C/W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2 小时(含)之前均
免费变更，不限次数；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2 小时（不含）之
后每次变更收取对应票价 5%变更费。
2.Y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前，或
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每次变更均收取各
舱位对应票价 5%变更费。
3.B/M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前
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10%变更费；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20%变
更费。
4.H/K/L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前
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20%变更费；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30%变
更费。儿童与成人票的变更费计算规则相同。
5. J/Q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前变
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20%变更费；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40%变更
费。儿童与成人票的变更费计算规则相同。
6.R/E/V/Z/I/U 舱位客票：
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
之前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30%变更费；航班计划起飞
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60%
变更费。
7.D/P/X/T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
前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40%变更费；航班计划起飞时
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变更，每次收取各舱位对应票价 70%
第7页

多彩贵州航空国内旅客运输多等级舱位规定及使用规则（2019 版）

变更费。
8. O/N/A/S/G 舱位的改期规定，按对应的产品规定执行。
㈡ 不同舱位自愿变更时的计算规则
1.从高等级舱位改为低等级舱位，或较高票价变更为较低票
价时，必须按自愿退票办理，重购客票。
2.从低等级舱位改为高等级舱位，或低票价变更至高票价，
必须按换开客票操作，改期手续费要收取升舱费和变更费。升舱
费是原票面价与变更后新舱位票价的票款差额，变更费则按原
舱位对应规则收取。
3.若舱位升高但价格降低时，按第 1 条款办理。若舱位降低
但价格升高时，按第 2 条款办理。若舱位变更但价格一致时，必
须换开新票，按原舱位对应规则收取变更费。
㈢ 关于儿童票自愿变更的规则
1.儿童与成人票的变更费计算规则相同，但以下情况除外：
在 F、C、Y、B、M、H、K、L、J、Q、R、E 舱订座的儿童客票，
变更费按 Y 舱规则计算，计算依据为票面价格。
2.携带儿童的成人不得单独变更，必须保证儿童有成人同行，
否则儿童须与成人同时办理变更手续。因成人变更，导致儿童无
成人同行的情况，必须为儿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手续。
㈣ 关于婴儿和军警残优惠客票的自愿变更规则
按照 F/C/W/Y 舱票价 10%计算的婴儿票，免收变更费；
军警残优惠客票，免收变更费。
㈤ 关于多程客票自愿变更的计算规则
使用明折明扣舱位订座的多程（含联程、往返程）散客客票
的自愿变更，按照其订座舱位公布运价的变更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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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关于直减客票的自愿变更规则
使用明折明扣舱位订座的直减散客客票的自愿变更，按照
其对订座舱位公布运价的变更费计算。
㈦ 关于航程的自愿变更
任何时候不得自愿变更航程，如需变更航程，必须按自愿退
票后，重新购票处理。
九、自愿退票
㈠ 各级舱位自愿退票费时的计算规则
1.F/C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2 小时(含)之前提出
退票，取消座位，免收退票费；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2 小时
（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5%收取退
票费。
2.W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2 小时(含)之前提出退
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5%收取退票费；在航班计划起
飞时间前 2 小时（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
票价 10%收取退票费。
3.Y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前，提
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5%收取退票费；在航班计
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
位对应票价 10%收取退票费。
4.B/M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前，
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20%收取退票费；在航班
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
舱位对应票价 30%收取退票费。
5. H/K/L/J/Q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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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30%收取退票费；
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
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40%收取退票费。
6.R/E/V/Z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
前，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60%收取退票费；在
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位，
按舱位对应票价 90%收取退票费。
7.I/U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前，
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80%收取退票费；在航班
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
舱位对应票价 90%收取退票费。
8.D/P/X/T 舱位客票：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含)之
前，提出退票，取消座位，按舱位对应票价 90%收取退票费；在
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12 小时（不含）之后提出退票，取消座位，
按舱位对应票价 100%收取退票费。
9.O/N/A/S/G 舱位的退票规定，按其对应产品规定执行。
㈡ 关于儿童票自愿退票的规定
1.儿童与成人票的退票费计算规则相同，但以下情况除外：
在 F、C、Y、B、M、H、K、L、J、Q、R、E 舱订座的儿童客票，
退票费按 Y 舱规则计算，计算依据为票面价格。
2.携带儿童的成人不得单独退票，必须保证儿童有成人同行，
否则儿童须与成人同时办理退票手续。因成人退票，导致儿童无
成人同行的情况，必须为儿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手续。
㈢ 关于婴儿和军警残优惠票的自愿退票规则
按 F/C/Y 普通票价 10%计费的婴儿票，免收退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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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残、警残优惠票，免收退票费。
㈣ 关于多程客票自愿退票的计算规则
使用明折明扣舱位订座的多程（含联程、往返程）散客客票
的自愿退票计算规则如下：
1.客票全部未使用时，按照单程订座舱位的退票规则，分别
计算各航段退票费；
2.若客票已部分使用，剩余航段申请退票，应扣除已使用航
段订座舱位的公布运价后，再按剩余航段订座舱位的退票规则
计算余下各航段的退票费。
㈤ 关于直减客票的退票计算规则
使用明折明扣舱位订座的直减散客客票的自愿退票，按其
对应订座舱位公布运价的退票费计算。
㈥ 关于客票变更后的自愿退票计算规则
客票变更后，旅客提出自愿退票，已收取的变更费不退，退
票费由原客票的退票费和升舱费的退费两部分组成，规则如下：
1. 退票时间，统一按新客票的座位取消时间计算；
2. 原客票的退还比例，按原订座舱位的退票规则计算；
3. 升舱费的退还比例，按新订座舱位的退票规则计算。
㈦ 关于病退的相关规定
旅客因患病无法乘机，退票时可免收手续费。规则如下：
1.必须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2 小时(含)之前提出病退申请，
并取消座位。
2.必须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不适宜乘机的诊断证
明书，退票时需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或扫描件。旅客所提供的
不适宜乘机的诊断证明书开具时间须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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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仅允许患病旅客本人和其同行一人旅客，免费退票。同行
人员需与患病旅客在同一记录编号中订座。如同行人员与患病
旅客不在同一纪录编号中，则需提供真实有效的关系证明。
4.病退必须经过多彩航空审核，确认无误后可免收退票费。
㈧ 关于重复购票后的退票
重复购票是指同一乘机人，购买了两张或多张信息完全一
致的客票，包括客票的旅客姓名、证件号码、航班时间、航段、
航班号、订座舱位、票价等信息完全相同的客票。如果以上信息
不相同，则不能视为重复购票。
对于重复购票后的客票，旅客可选择其中一张作为保留。剩
余客票，在其对应舱位退票规则的时间点（含）之前提出退票，
并取消座位，可免收退票费。
十、自愿退票的操作注意事项
㈠ 自愿变更的操作注意事项
1.分销渠道：
各分销代理商在通过航信 eterm 进行自愿变更时，必须使用
TRI 自动变更指令。如系统提示无法使用 TRI 时，则退旧出新。
严禁代理人手工修改 FN/FP 等信息，违者将给予违规航段
经济舱 Y 舱全价的处罚。
2.直销渠道：
多彩贵州航空直销渠道（客服中心和机场直属柜台），在使
用 eterm 系统进行自愿变更时，必须使用 TRI 自动变更指令。如
系统提示无法使用 TRI 时，需 OI 换开后，再手工输入 FC/FN/FP
等项。
3.特殊情况下，经多彩贵州航空市场营销部通知，可按照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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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出新方式，为旅客办理客票的自愿变更。此为临时性应急办法，
各销售单位应谨慎操作，务必遵守以下原则：
⑴ 退旧票和重出新票的必须同时操作
⑵ 新票的改期手续费通过旧票退票费进行收取，计算规则
参照对应规定。
⑶ 旧票的退款单上，必须备注新票票号。
㈡ 自愿退票的操作注意事项
1.若办理退票手续时，能获取 PNR 信息的，按 PNR 中显示
的航班时刻、日期等详细信息对客票进行办理；
2.若办理退票手续时，无法获取航班时刻信息，可按以下方
法办理：
⑴ 使用 DETR 获取到原 PNR 的历史信息和取消 PNR 的准
确时间。
⑵ 根据 DETR 指令提取到的航班号、
航班日期及申退时间，
使用 SK 指令查询航班的离站时刻。
⑶ 将通过第⑴、⑵步骤查询到的航班离站时刻，与申退时
间做比较，判断航班起飞前后再按相应标准收取退票手续费。
⑷ 自愿变更时，若发生无法查询航班起飞时刻的情况，可
采取以上方式查询后办理。
十一、非自愿变更、签转和退票
在发生不正常航班时，票务的处理做以下规定：
㈠ 不正常航班的定义
1.不正常航班指发生航班延误或者航班取消的情况。
2.航班延误，是指航班的实际到港轮档时间晚于计划到港时
间超过 15 分钟（不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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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关于非自愿变更、签转的操作规则
在发生不正常航班时，可为旅客提供免费变更和签转服务，
具体操作要求如下：
1.春运期间（农历腊月十六至正月二十五），可为旅客免费
变更或签转的航班，仅限于当日航班。若当日无航班，则为旅客
免费变更或签转至后续最早可承接的第一个航班。
2.非春运期间，可为旅客免费变更和签转至航班计划起飞之
日前后三天内的航班。
㈢ 关于非自愿退票的操作规则
在发生不正常航班时，可为旅客提供非自愿退票服务，具体
操作要求如下：
1.办理非自愿退票时，旅客必须提供身份凭证。可作为本人
身份凭证的有：购票时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扫描件，登机牌的复
印件或扫描件。
2.对于单程客票，按票面价格全退，免收退票手续费。
3.对于多程客票，客票全部未使用时，按票面价格全退，免
收退票手续费；客票部分已使用，剩余航段发生不正常航班时，
则按扣除已使用航段金额后，全退未使用航段，免收退票手续费。
㈣ 变更的一次性原则
各销售单位必须明确告知旅客，当发生不正常航班时，仅可
为旅客提供一次免费的变更、签转和退票服务。在旅客确认退改
签的相关操作后，除非新确认的航班再次发生航班不正常的情
况，否则再次发生的任何变更、签转和退票，均属旅客个人行为，
需要另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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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其他
在订座终端操作退改签业务时（以原票退座时间为判断依据）
查询到航班不正常后，方可按照非自愿退改签规则办理。如旅客
办理退改签业务时，航班为正常航班，当该客票在订座终端办理
完退座手续后，原航班再发生不正常，则已办理完退座手续的客
票，不得以原航班不正常为由，申请办理非自愿退改签。
十二、新旧规定过渡期票务处理规则
1.本文件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以出票日期为准）起开始执
行，原国内航班多舱位管理规定(《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国内
旅客运输多等级舱位规定及使用规则(2017 版)》)同时废止。
2.出票日期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的客票，若发生客票变
更、退票、改签等业务操作，仍按原国内航班多等级舱位管理规
定办理（《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国内旅客运输多等级舱位规定
及使用规则(2017 版)》
）；出票日期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含）
以后的客票，若发生客票变更、退票、改签等业务操作按本文件
执行。
3.出票日期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的客票，若变更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含）后再进行退改签业务的处理，则按本规定办
理。
4.各销售单位应履行提前告知义务，必须事先向旅客说明所
售舱位对应的相关规定、使用规则，避免发生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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