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馨提示：贵宾室具体位置、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等安排以机场实

际情况为准。

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贵宾室位置：

◆T2 航站楼：安检外，出发 2层 8号门对面空港易行商务贵宾厅；

◆T2 航站楼：CIP 安检，T2 航站楼国内 19号 CIP 安检通道；

◆T2 航站楼：安检内，5 号安检口正对面的专属直梯处，三层空港易

行贵宾；

◆T2 航站楼：T2 航站楼安检内 33-32 号登机口中间空港易行休息室；

◆T3 航站楼：安检外，出发 4 层 6 号门 E 岛 35 号柜台“商务贵宾”

服务台；

◆T3 航站楼：CIP 安检，C 区国内头等舱安检通道旁 CIP 安检通道验

证柜台；

◆T3 航站楼：安检内，国内 C 区三楼安检后，沿 C08-C18 登机口方

向右手边第一个扶梯处(肯德基楼下)，乘扶梯下至二层。

（注：如机场增加或者因不可抗力关闭休息室，另行通知。）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区办理相关

手续。

服务内容：会员休息室服务（免费茶点、书刊、音像），使用休息室

不超过 3 小时（休息室营业时间以机场营业时间为准）；



专人协办客人值机手续（包括协办托运行李、协办登机

牌）；国内安检通道。

注：包括以上服务内容的全套服务为一人次。使用休息室超出 3 小时，

每 3小时需按协议计费标准加收 1 人次费用。

携带宾客礼遇：仅限本人使用，不可携带随行人员（可免费携带 2 岁

以下儿童）。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2.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贵宾室位置：

◆安检外：航站楼三层国内出发大厅 8 号门进入 M 岛岛尾、头等舱安

检通道旁边；

◆CIP 安检：三层西侧 8号门正对面 44号头等公务舱安检通道；

◆安检内：大兴机场国内安检安检内西南指廊核心区近 B20 登机口三

层浮岛，国内 CHUM 嘉宾休息室。

（注：如机场增加或者因不可抗力关闭休息室，另行通知。）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区办理相关

手续。

服务内容：会员休息室服务（免费茶点、书刊、音像），使用休息室

不超过 3 小时（休息室营业时间以机场营业时间为准）；

专人协办客人值机手续（包括协办托运行李、协办登机

牌）；国内安检通道。



注：包括以上服务内容的全套服务为一人次。使用休息室超出 3 小时，

每 3小时需按协议计费标准加收 1 人次费用。

携带宾客礼遇：仅限本人使用，不可携带随行人员（可免费携带 2 岁

以下儿童）。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3.包头国际机场（内蒙古）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机场出发大厅一楼贵宾厅（机场大门正前方）。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

务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4．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内蒙古）

贵宾室位置：

◆安检后，机场出发大厅二楼楼梯口西侧贵宾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

务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

运行李，如客户需要机场服务人员可引导通过安检通道。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5．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内蒙古）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机场出发大厅一楼西行（右转）100 米至贵宾休息厅处。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

务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6．西双版纳国际机场（云南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机场候机厅右侧百事特贵宾服务区总台。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

务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快速

安检通道.为远机出港客人提供专用摆渡车辆。

携带宾客礼遇：仅限本人使用，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7．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云南省）

贵宾室位置：

◆由机场方根据情况随机安排通道。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无需提前预约，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使用贵宾通道。

如有车辆，提前致电 0871-67085555、67087777 报备车牌，

并提供航班号及乘机人姓名以便通行下客。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快速

安检通道.为远机出港客人提供专用摆渡车辆。

携带宾客礼遇：仅限本人使用，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如遇大雾等恶劣天气情况，机场

将暂停贵宾通道服务，以机场实际通知为准。

8．腾冲驼峰国际机场（云南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后，在旅客候机厅右侧的各行业贵宾服务区总台。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仅限本人使用，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9．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四川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后，客户根据就近登机口选择相应的贵宾室休息。由机场服务

人员验证确认后在商务头等舱工作单上登记，机场商务头等舱客户凭

此单享受服务；

◆T2航站楼：DE 连廊 143 登机口旁头等舱休息室；

◆T2航站楼：F指廊 169 登机口旁头等舱休息室；

◆T2航站楼：EF 连廊 155 登机口旁的头等舱休息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免费茶点、互联网服务、报纸杂志、商务设施、提醒登机，

航班信息咨询等其他配套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同航班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10．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乘坐四川航空、西部航空、华夏航空、春秋航空国内航班

的，在 T2 航站楼要客 A 区；乘坐南方航空、重庆航空、厦门航空国

内航班的，在 T3 航站楼要客 A 区（20:00 之后的航班任务调整至 T3

航站楼要客 B 区)；乘坐国际航空（国航）、山东航空、深圳航空、

西藏航空、昆明航空、东方航空、上海航空、联合航空、海南航空、

天津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等国内航班的，在 T3 航站楼要客 B

区。请根据所乘坐的航班选择相应的要客区域前往（具体以机场情况

为准）。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持卡客户需至少提前 2 小时致电 4006195599 预约，提供

客户姓名、联系电话、贵宾卡卡号、航班时刻等预约信息，

如需使用要客专用车道和要客区停车场的客户预约时还须

提供车牌号。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值机手续、专人代办托运行李，如遇航班取消或延误，

代办签转手续和电话告知航班信息；使用 VIP 专用安检通

道、候机楼内全程引导接送服务、VIP 专车摆渡服务（需

提前 2 小时拨打白金专线预约）、专人代办航空保险、代

办行李打包服务、VIP 专用停车场提供免费泊车服务（每



次不超过进出港人次车辆数，原则上每次停车不超过 3 小

时）。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一名 18 岁以上（含）随行人员，18 岁以

下不限人数，所持机票必须同一航班。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11．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甘肃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T2航站楼一楼东南角。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 22:00 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温馨提示：持有东方、春秋、上海、

联合航空公司机票需自行办理行李托运及值机手续。）

服务内容：免费茶点、互联网服务、报纸杂志、商务设施、提醒登机，

航班信息咨询等其他配套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12．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福建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候机楼南翼 1 楼贵宾室（主候机楼旁）。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代办国内航班乘机手续，包括领取登机牌、协助托运行李、

代购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等；引导贵宾进入机场贵宾厅候机，



候机期间贵宾免费提供茶水、饮料、点心等自助服务及电

视、书报阅览等服务；引导贵宾通过贵宾安检通道；提供

登机提醒服务及 VIP 专用摆渡车，专人引导贵宾至客舱口；

航班停靠远机位时，机场还为贵宾提供 VIP 专用摆渡车。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13．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福建省）

贵宾室位置：

◆机场 6号门贵宾服务区。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代办国内航班乘机手续，包括领取登机牌、协助托运行李

等；提供专用的贵宾休息室服务，免费提供茶水、咖啡或

饮料及小茶点，免费提供部分书报、杂志阅览和棋类、扑

克等休闲娱乐用具；免费提供当次航班的停车服务；登机

提醒，专用安检快速通道，优先登机。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14．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福建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侯机楼西指廊贵宾厅 15号贵宾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4 小时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上午 9：00-12：00，下

午 1：30-5：30，周末及节假日除外）拨打预约电话

0592-5578115 预约，并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

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免费茶点、互联网服务、报刊杂志、航班信息咨询、提醒

登机、专人代办登记手续、代办行李托运、专检通道等其

他配套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15．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T3航站楼大厅一楼商务贵宾室。

服务时间：每日 07:00 至 22:00（早上 8:00 前航班，需致电

4006788938 预约）。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区办理相关手续，需使

用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权益券码核验。乘机手续将

在航班起飞前 45分钟停止办理。

服务内容：免费提供饮料、小食、上网、电视、报刊、航班信息查询

和通知等；代办乘机手续、协办行李托运、代买机场保险、

专人导乘、提供贵宾专用安检通道、引导客人进入候机楼

隔离区等；打印、复印、传真等由客人付费的商务服务，

酒店、机票预订，专车预约接送、租车等服务项目；业务

宣传资料阅览、农行理财资讯播放等。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16．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T2航站楼逸飞祥商务贵宾厅内 V2包间。

服务时间：每日最早航班前一个半小时至最后一班航班起飞。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免费饮料、电话、无线上网，贵宾厅休息，提供航班信息

查询，通知登机服务，协助办理乘机手续和行李托运，代

买保险。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同机随行人员。

17．南宁吴圩国际机场（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宾室位置：

◆T2航站楼一楼“商务候机南区”V2区。

服务时间：7：00-22:00。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免费饮料、电话、无线上网，贵宾厅休息，提供航班信息

查询，通知登机服务，协助办理乘机手续和行李托运，代

买保险。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同机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18．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贵州省）

贵宾室位置：

◆T2航站楼安检后，上手扶电梯到达浮岛。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免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

刊杂志、提醒登机。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航

空类联名白金卡（厦航白鹭联名卡、南航明珠联名卡、东航联名信用

卡、海航联名信用卡、吉祥航空联名信用卡等）暂不享受贵宾室服务。

19．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浙江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机场大楼右侧 3号贵宾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4 小时预约（0571-86665666），提供身份证号、白

金卡卡号、航班信息等。

服务内容：免费茶点、互联网服务、报纸杂志、商务设施、提醒登机，

航班信息咨询、专人代办登记手续、代办行李托运、专检

通道等其他配套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浙江分行发卡客户（宁波地区除外），可携 1 名随行

人员，每次需扣减 40000 积分，每卡每天限使用 1次。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20．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浙江省）

贵宾室位置：

◆T2航站楼南端尊易贵宾室（限国内航班）。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拨打机场电话 0577－86898888 预约，提供持

卡人及航班信息（包括姓名、携带人数、航班信息、联系

电话等）。

服务内容：免费茶点、互联网服务、报纸杂志、商务设施、提醒登机，

航班信息咨询、专人代办登记手续、代办行李托运、专检

通道等其他配套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浙江分行发卡客户（宁波地区除外），可携 1 名随行

人员，每次需扣减 40000 积分，每卡每天限使用 1次。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21．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浙江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机场贵宾楼内农行贵宾候机室（贵宾楼为机场高架下独立

的一栋楼，距离机场大概只有 10米左右）。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4 小时拨打白金专线预约，提供身份证号、白金卡卡

号、航班信息等。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航空类联名白金卡（厦航白鹭联

名卡、南航明珠联名卡、东航联名信用卡、海航联名信用卡、吉祥航

空联名信用卡等）暂不享受贵宾室服务。

22．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安徽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机场 2 楼出发大厅（8米层）CIP 商务贵宾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协助办理乘机手续；贵宾专用安检通道、专用豪华车辆摆

渡登机；电视及书刊杂志；饮品、点心；免费提供网络接

口或无线网络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同机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23．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山东省）

贵宾室位置：

◆进入贵宾服务区、在服务台登记后专人引导进入农行贵宾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客户需使用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

权益券码核验。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24．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山东省）

贵宾室位置：

◆国内航班：L4出发层，5 号门进入后直行至“空港会客厅”休息室。

◆国际航班：L4层国际联检后直行至“VIPClub”休息室（扶梯旁）。

服务时间：5:00-夜航结束。

使用方式：提前 90 分钟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嘉宾服

务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专人代办值机、协办行李托运手续；休息室内候机服务

（含餐饮服务）；航班信息咨询、提醒登机服务；嘉宾安

检通道服务.（餐段时间内提供正餐热食，非餐段时间内

提供小食；非酒精饮料全日供应）。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25．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江西省）

贵宾室位置：



◆T2 航站楼 A 子廊一层（面对 T2 航站楼的左侧，商务贵宾区）中国

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贵宾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4 小时拨打白金专线预约，提供身份证号、白金卡卡

号、航班信息等。客户需使用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

权益券码核验。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茶点、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及书刊阅览

服务、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行李到达提醒、代办值

机和行李托运手续、专人引导登机；免费停车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26．赣州黄金机场（江西省）

贵宾室位置：

◆机场贵宾区 A8号贵宾休息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拨打白金专线预约，提供身份证号、白金卡卡

号、航班信息等。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协助办理机票换乘手续、行李托运；

引领登机。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2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27．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市）



贵宾室位置：

◆T1 航站楼：安检前，二层出港大厅 B 楼 6 号门左手边 100 米处贵宾

服务俱乐部内。

◆T2 航站楼：安检前，三层出港大厅 B、C 值机柜台中央处贵宾俱乐

部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无需提前预约，进入时请出示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

权益券码核验。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等。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28．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市）

贵宾室位置：

◆T1 航站楼：安检前，三层出发大厅 8 号门与 7 号门中央处贵宾服务

VIP 服务区柜台，位于 F、G 值机柜台中间。

◆T2 航站楼：安检前，三层出发大厅 25 号门，询问台后 50 米“机场

贵宾服务有限公司”，位于 F、G值机柜台中间（无农行冠名）。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无需提前预约，进入时请出示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

权益券码核验。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

带随行人员。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29．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辽宁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T3航站楼（北侧）贵宾区，VCIP2 号贵宾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预约专用贵宾室（024-96833-3 号键），提供

白金卡卡号、航班信息及汽车牌号等信息进行预约。

服务内容：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市内电话、

报刊杂志、代办值机行李托运手续、提醒登机、专人引导

登机。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乘坐春秋和奥凯航空公司的航班

不能享受贵宾厅服务。

30．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天津市）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新航站一楼国内区域 8号贵宾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4 小时拨打白金专线预约，提供身份证号、白金卡卡

号、姓名、联系电话、航班信息等。

服务内容：协办国内航班值机手续、交运或提取行李；T2 航站楼内电

瓶摆渡车服务（摆渡车运营情况以现场实际接待情况为



准）；头等舱服务（包括免费饮品、小吃、书刊杂志、音

像、上网及航班信息提示等，时限为 2 小时）；登机提醒。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31．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山西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2 号航站楼 B-203 贵宾厅。

服务时间：早 6:30 至晚 22:30。

使用方式：无需提前预约，进入时请出示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身份证件。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 代订酒店、旅游用车和订餐。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2 名随行人员（相关待遇等同于持卡客

户）。

32．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湖北省）

贵宾室位置：

◆贵宾接待处位于 T3 航站楼四层出发大厅一号门内右侧、T3 航站楼

四层出发大厅五号门内左侧，1 号贵宾区位于 T3 航站楼一楼东侧，2

号贵宾区位于 T3航站楼一楼西侧。

服务时间：早 6:10 至国内出港航班结束。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如需使用 T3 航站楼贵宾区门前专属 VIP

车道，请在航班起飞前 3 小时预约贵宾服务并提供相关信



息（航班、车牌号码等），预约成功后需在航班起飞前 60

分钟到达贵宾厅。

服务内容：VIP 专用停车场泊车（客户本人免费泊车，限 3 小时）；

贵宾区休息室（报刊杂志阅览、无线上网、茶水点心、自

助餐食）；专人协办值机手续（登机牌打印、行李托运）；

出港送机（VIP 专用安检通道、航班信息提醒、专人指引

登机）、远机位贵宾车辆摆渡。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湖北分行发行的悠然白金

卡可享受该机场贵宾通道服务，且仅限本人使用。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33．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湖北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候机厅大厅左手边 2 楼农行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复印等服务；协助办理换

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快速安检通道。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湖北分行发行的悠然白金

卡可享受该机场贵宾通道服务，且仅限本人使用。

34．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湖南省）

贵宾室位置：



◆T2航站楼一楼北侧 2 号贵宾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提供贵宾厅休息、VIP 安检通道、专人送机；代办值机手

续和行李托运手续（超重行李费用由贵宾客户本人自理）；

提供热食、茶水、饮料、点心、互联网服务；提供准确的

进出港航班信息。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35．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新疆）

贵宾室位置：

◆T1航站楼：安检后，1 号登机口旁两舱休息室。

◆T2 航站楼：安检前，一层出港大厅进口左侧，机场 VIP 贵宾客户服

务区天山厅。

◆T3 航站楼为：安检前，（肯德基旁）贵宾电梯下 1楼，贵宾厅 1 号

厅。鉴于目前疫情防控要求，在 T3 航站楼三楼出港大厅 C 区肯德基

旁增设商务贵宾服务台，客户需先在贵宾服务台办理贵宾服务登记业

务，然后至 1 楼使用贵宾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客户到达贵宾室后需使用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权益

券码核验。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贵宾摆渡车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随行人员一人（12 周岁以下儿童（含）不

限人次，12周岁以上的儿童按照随行人员标准执行），

所持机票必须同一航班。

36．青海玉树机场（青海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一楼右侧贵宾休息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

服务内容：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进入贵宾休息室候机，享受机场贵宾室的

免费茶点、书刊、音像、无线上网等服务，提醒登机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37．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西藏）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贡嘎机场候机楼二楼安检通道东侧 20米处。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无需预约，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特色增值服务：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

务人员引导通过快速安检通道。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38．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河南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航站楼出发大厅一楼东侧贵宾厅 B 区 15 号厅。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3 小时预约（0371－68519958），提供姓名、白金卡

卡号、出行日期、航班号及起飞时间、联系电话等。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代订酒店、旅游用车和订餐。

携带宾客礼遇：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39．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黑龙江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T2航站楼一层 C1区域贵宾区。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起飞前半小时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在航班起飞 4 小时前向机场贵宾室预定，并告知航班信息

（预定室电话 0451—82895316）。客户到达贵宾室后需

使用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权益券码，机场工作人员

使用专用机具校验券码及持卡人身份,核对通过后方可享

受机场贵宾服务。

服务内容：专属送机停车场（即停即走），专人协助办理登机牌和行

李托运，贵宾厅休息提供书刊阅览、电视、饮品以及小食

品，航班信息提醒及专用安检通道（远机位共用摆渡车服

务）。

携带宾客礼遇：可携带随行人员一人（2 周岁以下（含）免费，2 周

岁以上的儿童按照随行人员标准执行）。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40．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河北省）

贵宾室位置：

◆安检前，T2航站楼二楼 11号贵宾室。

服务时间：第一班航班出港至最后一班航班进港。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指定白金信用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贵宾

室办理。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登机提醒；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廉价航空除外）、

托运行李。

携带宾客礼遇：尊然白金信用卡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其他

信用卡不可携带随行人员。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41．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吉林省）

贵宾室位置：

◆T2航站楼一楼东侧贵宾区。

服务时间：最早航班起飞前 90分钟至最后一个出港航班登机结束。

使用方式：提前 2个小时以上向机场贵宾室预定，并告知卡种、卡号、

姓名、航班等信息（预定室电话 0431-77783888）；客户

到达贵宾室后需使用农行掌银 APP 出示机场贵宾权益券码，

服务人员核实通过后，享受机场贵宾服务。

服务内容：餐食、茶水、饮料免费、报刊杂志、代办乘机手续，协助

办理行李托运、登机时间到时提醒、贵宾安检通道、远机

位贵宾摆渡车服务。

携带宾客礼遇：客户除本人外,另可携带 2 人（截至 2023 年 7 月 21

日)，携带人员按照服务人次计数。两周岁以下婴儿

可免费携带 1 名。

备注：国际航班未开通贵宾厅服务。

42．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陕西省）

贵宾室位置：

◆2 号航站楼：安检前，航站楼东侧贵宾厅。（只针对本航站楼登机

安检的客户提供服务）

◆ 3 号航站楼：安检前，航站楼南侧贵宾厅。

服务时间：早 6:30 至晚 22:30。



使用方式：提前 2 小时持白金贷记卡和有效证件到机场指定贵宾服务

区办理相关手续。客户需使用信用卡通过 POS 验证身份。

服务内容：专用休息室、免费点心、免费饮料、互联网服务、报刊杂

志、航班信息咨询、登记提醒、国内传真、复印等服务；

协助办理换出登机牌、托运行李、机场服务人员引导通过

快速安检通道、免费停车两小时。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

备注：仅针对农行绿钻信用卡客户，农行尊然白金卡客户，农行鼎然

昀钻卡客户开展机场贵宾厅服务。客户可享 5 次/年的基础贵

宾厅服务，可携带同行人员抵扣使用次数。

43．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东省）

贵宾室位置：

◆T1 航站楼，东航头等舱休息室：安检内，国内出发 A 区安检后左转

直行 300 米，靠近 A124 登机口（仅限乘坐东航、上航、中联航、九

元航班客户使用）。

◆T1航站楼，海航头等舱休息室：安检内，国内出发 B 区安检后右侧，

靠近 B07-B10，B214-B223 登机口（仅限乘坐海航、天津、西部、首

都、祥鹏、北部湾航班客户使用）。

◆T1 航站楼，深航头等舱休息室：安检内，国内出发安检后向右步行

800 米走廊尽头处.（仅限乘坐深航、吉祥、成都、奥凯、昆明、春秋、

浙江长龙航班客户使用）。

◆T1 航站楼，国航头等舱休息室：安检内，国内出发 B 区安检后左

侧直行，靠近登机口 213 支廊（仅限乘坐国航、山航航班客户使用）。



◆T2航站楼，国内-易登机休息室：安检内，国内出发安检后左转，

南航休息室对面的“白云机场易登机休息室”。

服务时间：06:30 - 21:30。

使用方式：持卡客户至少提前 2 小时致电 4006195599 预约，提供客

户姓名、联系电话、航班等预约信息，预约成功后将发送

预约短信至持卡人手机，在机场休息室出示手机短信核验。

服务内容：免费饮食品、报刊杂志、航显、电脑、电视、独立洗手间。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

44．珠海金湾机场（广东省）

贵宾室位置：

◆T1 航站楼，东指廊头等舱休息室：安检后，11 号登机口对面（仅

东指廊始发航班）。

◆T1航站楼，西指廊头等舱休息室：安检后，直行到“1号贵宾厅”

（仅西指廊始发航班）。

服务时间：最早航班 - 最晚航班。

使用方式：持卡客户至少提前 2 小时致电 4006195599 预约，提供客

户姓名、联系电话、航班等预约信息，预约成功后将发送

预约短信至持卡人手机，在机场休息室出示手机短信核验。

服务内容：提醒登机、免费饮食品、热餐（开放时间视疫情情况）、

报刊杂志等。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

45．揭阳潮汕机场（广东省）

贵宾室位置：



◆主航站楼，南航明珠俱乐部：安检后，右转直行 50 米,20A 登机口

附近，仅限南方航空及重庆航空航班的旅客。

服务时间：6:30-南航出港航班结束。

使用方式：持卡客户至少提前 2 小时致电 4006195599 预约，提供客

户姓名、联系电话、航班等预约信息，预约成功后将发送

预约短信至持卡人手机，在机场休息室出示手机短信核验。

服务内容：免费饮食品、热餐（开放时间视疫情情况）、报刊杂志等。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

46．湛江机场（广东省）

贵宾室位置：

◆主航站楼，头等舱休息室：安检后，安检内靠近 3 号登机口，右转

直行乘扶梯上至 2楼“头等舱休息室”。

服务时间：最早航班-最晚航班。

使用方式：持卡客户至少提前 2 小时致电 4006195599 预约，提供客

户姓名、联系电话、航班等预约信息，预约成功后将发送

预约短信至持卡人手机，在机场休息室出示手机短信核验。

服务内容：免费饮食品、报刊杂志、航显、电脑、电视。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

47．惠州平潭机场（广东省）

贵宾室位置：

◆T2 航站楼，商务贵宾室：安检后直走,左转二楼小夹层直走即可到

达商务贵宾室。

服务时间：06:00-最晚航班。



使用方式：持卡客户至少提前 2 小时致电 4006195599 预约，提供客

户姓名、联系电话、航班等预约信息，预约成功后将发送

预约短信至持卡人手机，在机场休息室出示手机短信核验。

服务内容：免费饮食品、热餐（开放时间视疫情情况）、报刊杂志、

洗手间等。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

48．梅州梅县机场（广东省）

贵宾室位置：

◆主航站楼，易登机 V09 休息室：面对航站楼右侧，易登机出发进入

大厅左侧上二楼 V09 休息室，航班起飞前 2小时可用。

服务时间：9:30-20:00（航班起飞前 1.5 小时开放）。

使用方式：持卡客户至少提前 2 小时致电 4006195599 预约，提供客

户姓名、联系电话、航班等预约信息，预约成功后将发送

预约短信至持卡人手机，在机场休息室出示手机短信核验。

服务内容：免费饮食品、报刊杂志、航显、电脑、电视。

携带宾客礼遇：可免费携带 1 名随行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