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区域 国家 航线 航班号
起飞班期

（当地时间）
相关公告

1

北美

美国

洛杉矶-深圳 CA770 周二
关于在美国全面实施赴华乘客核酸检测措施的通知 ：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lszj/zytz/t1812478.htm 

洛杉矶-北京 CA988 周日
实施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常见问题解答 ：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lszj/zytz/t1813257.htm 

2 加拿大

温哥华-北京 CA998 周六
关于在加拿大实施赴华直飞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ca.china-embassy.org/chn/sggg/t1809527.htm。

温哥华-北京 CA992 周日
实施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常见问题解答 ：
http://ca.chineseembassy.org/chn/sggg/t1810296.htm 

3

欧洲

法国 巴黎-北京 CA934 周三

关于在法国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www.amb-chine.fr/chn/ttxw/t1808677.htm

关于在法国实施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常见问题的说明 ：
http://www.amb-chine.fr/chn/zgzfg/zgsg/lsb/t1809824.htm 

4 丹麦 哥本哈根-北京 CA878 周一、周三
关于从丹麦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s://www.fmprc.gov.cn/ce/cedk/chn/zdjl/t1808731.htm

5 白俄罗斯 明斯克-北京 CA722 周五
关于调整自白俄罗斯赴华航班乘客登机前核酸检测时效事 ：
http://by.china-embassy.org/chn/sssgxwdt/t1811947.htm

6 西班牙 马德里-北京 CA908 周一、周六

关于在西班牙和安道尔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es.chineseembassy.org/chn/lqsw/t1807801.htm

关于在西班牙和安道尔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常见问题的集中答复 ：
http://es.chineseembassy.org/chn/lqsw/t1810165.htm 

7 瑞典 斯德哥尔摩-北京 CA912 周五、周日

关于在瑞典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www.chinaembassy.se/chn/lsfw/lsxxyfw/t1809928.htm

赴华航班旅客核酸检测常用问答 ：
http://www.chinaembassy.se/chn/lsfw/lsxxyfw/t1812850.htm 

8 波兰 华沙-北京 CA738 周五

关于在波兰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www.chinaembassy.org.pl/chn/lqfw/t1811354.htm

核酸检测常见问题解答：
http://www.chinaembassy.org.pl/chn/sghd/t1813162.htm 

9 奥地利 维也纳-北京 CA842 周六
关于在奥地利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具体办法的通知 ：
http://www.chinaembassy.at/chn/xwdt/t1809603.htm

10 俄罗斯 莫斯科-北京 CA910 周五
关于调整自俄罗斯赴华航班乘客登机前核酸检测时效及机构事 ：
http://ru.china-embassy.org/chn/fwzn/lsfws/zytz/t1810946.htm

11 希腊 雅典-北京 CA864 周三、周六
关于在希腊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具体办法 ：

http://gr.china-embassy.org/chn/lsqw/t1807435.htm

12 德国

法兰克福-上海浦东 CA936 周六
关于调整核酸码有效期在赴华航班登机前 3日内的重要提醒：
http://de.china-embassy.org/chn/sgyw/t1811111.htm

法兰克福-成都 CA432 周四
关于赴华航班旅客登机前核酸检测措施的常见问题解答 ：
http://de.china-embassy.org/chn/sgyw/t1811534.htm   

13 英国 伦敦-上海浦东 CA850 周五
关于调整核酸检测报告时限要求的紧急通知 ：
https://www.fmprc.gov.cn/ce/ceuk/chn/lsfw/lsxz/txyxw/zxtg/t1811016.htm

14

亚洲

柬埔寨 金边-北京 CA746 周三、周四
关于调整赴华乘客核酸检测证明时限要求等事项的通知 ：
http://kh.china-embassy.org/chn/lsfws/lingshifuwu/t1810990.htm

15 缅甸 仰光-北京 CA906 周一、周日
关于在缅甸实施赴华航班乘客核酸检测措施的通知 ：
http://mm.china-embassy.org/chn/sgxw/t1812989.htm

16 印度 德里-北京 CA948 周二
关于在印度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in.china-embassy.org/chn/sgxw/t1812597.htm

17 阿联酋 迪拜-北京 CA942 周五

关于在阿联酋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s://www.fmprc.gov.cn/ce/ceae/chn/lsyw/t1807022.htm

关于调整迪拜及北部酋长国指定核酸检测机构名单的通知 ：
http://dubai.chineseconsulate .org/chn/zytz/t1810826.htm  

18 巴基斯坦

卡拉奇-北京 CA946 周五
关于规范巴基斯坦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有关做法的通知 ：
http://pk.chineseembassy.org/chn/sggg/t1800908.htm

伊斯兰堡-北京 CA946 周五

19 泰国 曼谷-北京 CA980 周三
关于自泰国赴华航班乘客核酸检测报告时效调整为 3天的通知:

http://th.china-embassy.org/chn/sgxw/t1811275.htm

20 菲律宾 马尼拉-北京 CA180 周二
关于调整赴华乘客核酸检测证明时限要求等事项的通知 :
http://ph.china-embassy.org/chn/sgdt/t1810076.htm

21 韩国

首尔仁川-杭州 CA140 周二
韩国赴华中外乘客登机核酸检测证明时限由 5天调整为3天：
http://kr.chineseembassy.org/chn/lsfw/lstzhtx/t1811411.htm 

首尔仁川-北京 CA124 周五 韩国赴华航班指定核酸检测机构名单 ：http://kr.chineseembassy.org/chn/lsfw/lstzhtx/t1809084.htm

22 日本

东京成田-上海浦东 CA930 周四
关于在日本实施赴华人员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通知 ：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sgxxs/t1813377.htm 

东京成田-杭州 CA146 周一
赴华航班乘客凭核酸检测证明登机 Q&A: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sgxxs/t1813406.htm 

23 新加坡 新加坡-成都 CA404 周一

关于赴华旅客持有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效期调整为 3天的通知：
http://www.chinaembassy.org.sg/chn/gdxw/t1812115.htm 

新加坡卫生部发布赴华旅客登机前核酸检测有关安排 ： 
http://www.chinaembassy.org.sg/chn/gdxw/t1809089.htm  

关于赴华直航航班旅客可持统一格式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直接登机的通知 ：
http://www.chinaembassy.org.sg/chn/lsfwdt/t1813300.htm 

24 尼泊尔 加德满都-成都 CA438 周日

关于调整在尼泊尔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具体办法的通知 :

http://np.chineseembassy.org/chn/gdxw/t1809059.htm

关于从尼泊尔回国登机前核酸检测十八问 ，满满干货都在这儿:
http://np.chineseembassy.org/chn/xwdt/t1809734.htm

25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深圳-北京 CA868 周三
关于在南非和斯威士兰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具体办法 :

http://za.china-embassy.org/chn/sgxw/t1807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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