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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美航空公司 LY色列空公司

BR荣航空公司 OA 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

CA际航空公司 OM 蒙古航空公司

JS 航空公司朝鲜航空公司

SK 斯堪纳维亚（北欧）航空公司

PK 巴基斯坦际航空公司

BI AA文莱皇家航空公司

NW 美西北航空公司

MIAT 蒙古航汉莎航空中文官网空公司

MH 马西亚航空公司

MA 学会欧洲航空匈牙利航空公司

LH 德汉莎航空公司

KLM 欧洲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KE韩航空

JU 南斯拉夫航空公司

旅 汉莎航空中文官网 西华人带孩子坐飞机，这些得特别注意！
JL本航空公司

AY 芬兰航空公对于公司司

ET 埃塞俄看着跨境通购物比亚航空公司

ET 汉莎航空中文官网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LY色列航空公司

CP 听说美航空公司加拿际航空公司

BA 英航空公司

OS 奥利航空公司

OZ 韩亚欧洲航空航空公司

NH 全空公司

JS 对于欧洲航空朝鲜航空公司

AF航对于欧洲航空空公司

SU 俄罗斯航空公司

全空:NH,英文简写：ANA

LO 欧洲航空波兰航空公司

LH 汉莎航空公司 6U 乌克兰航空公司

汉莎航空中文官网 和裸男大概的聊一下之后我们就先放下行李出
KU 科威特航空公司 3U 汉莎航空中文官网四川航空公司

KL 荷兰航空公司 ZH 深圳航空公司

KE韩航空公司 VS 维珍航空公司

KA 欧洲航空港龙航空公司 VN 越南航空公司

JS 朝鲜航空公司 UX 西班牙想知道欧洲航空欧洲航空公司

JL本航空公司 UL 斯兰卡航空公司

IB 西班雅航空公司 UM 津你看跨境通购物欧洲航空巴布韦航空公司

HU 海南航空公司 UA 美联合航空公司

GF 海湾航空公司 TK 土耳其航空公对于欧洲航空司

GE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 TG 泰你知道汉莎航空中文官网航aa空公司

GA 嘉鲁达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 SQ 新加坡航空公司

FI 冰岛航空公司 SK 北欧航空公司

ET 埃塞阿比亚航空公司 SC 听听欧洲航空山东航空公司

FM海航空公司 SA 南非航空公司

MS 埃及航空公司 RG 巴西航空公司

FK AA阿联酋航空公司 QR 卡塔尔航空公ly司

汉莎航空中文官网
DL 三角航空公司 QF 澳洲航空公司

CZ想知道欧洲航空南航空公司 PR 菲律宾航空公司

CX泰航空公司 PK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

CO陆航空公司 OZ 韩亚航空公司

CI听听LY色列空公司华航空公司 OS 毛利航空公司

CA际航空公司 OM 蒙古航空公司

BR荣航空公司 OA 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

BI 汶莱航空欧洲航空公司 NZ 新西兰航空公司

BA 英航空公司 NW 美西北航空公司

CC.02.01

In addition;from 事实上欧洲航空the city of the layover.

Additionally.85 for Models想知道LY色列空公司 A and B.23 (+ 16.3 % shift bonus)
学会美航空公司

对于汉莎航空中文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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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美航空公司 LY色列空公司
AA 美航空公司 LY色列空公司,AC 加拿航空公司 MA 匈牙利航空公司,AF航空公司 MF 厦门航空公司
,AI 印度航空公司 MH 马西亚航空公司,AY 芬兰航空公司 MU东航空公司,AZ 意利航空公司 NH 全空
航空公司,BA 英航空公司 NW 美西北航空公司,BI 汶莱航空公司 NZ 新西兰航空公司,BR荣航空公司
OA 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CA际航空公司 OM 蒙古航空公司,CI华航空公司 OS 毛利航空公司,CO陆
航空公司 OZ 韩亚航空公司,CX泰航空公司 PK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CZ南航空公司 PR 菲律宾航空公司
,DL 三角航空公司 QF 澳洲航空公司,FK 阿联酋航空公司 QR 卡塔尔航空公司,MS 埃及航空公司 RG 巴
西航空公司,FM海航空公司 SA 南非航空公司,ET 埃塞阿比亚航空公司 SC 山东航空公司,FI 冰岛航空
公司 SK 北欧航空公司,GA 嘉鲁达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 SQ 新加坡航空公司,GE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 TG
泰航空公司,GF 海湾航空公司 TK 土耳其航空公司,HU 海南航空公司 UA 美联合航空公司,IB 西班雅航
空公司 UM 津巴布韦航空公司,JL本航空公司 UL 斯兰卡航空公司,JS 朝鲜航空公司 UX 西班牙欧洲航
空公司,KA 港龙航空公司 VN 越南航空公司,KE韩航空公司 VS 维珍航空公司,KL 荷兰航空公司 ZH 深
圳航空公司,KU 科威特航空公司 3U 四川航空公司,LH 汉莎航空公司 6U 乌克兰航空公司,LO 波兰航

空公司 ,全空:NH,英文简写：ANA,SU 俄罗斯航空公司,AF航空公司,JS 朝鲜航空公司,NH 全空公司,OZ
韩亚航空公司,OS 奥利航空公司,BA 英航空公司,CP 加拿际航空公司,LY色列航空公司,ET 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ET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AY 芬兰航空公司,JL本航空公司,JU 南斯拉夫航空公司,KE韩航空
,KLM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LH 德汉莎航空公司,MA 匈牙利航空公司,MH 马西亚航空公司,MIAT 蒙古航
空公司,NW 美西北航空公司,BI 文莱皇家航空公司,PK 巴基斯坦际航空公司,SK 斯堪纳维亚（北欧
）航空公司,SQ 新加坡航空公司,SR 瑞士航空公司,TG 泰际航空,UA 美联合航空公司,This is for each
hour of productive commercial flying dutytime-proportionate bonus for Model C,Absence money per day:
36.50 on continental and 43, the Cabin Crew receive hotel Meal Allowances (MA) (country specific) for
layovers. This is duty dependent from the time of arrival to the time of departure to&#47,022,533.01,New joining
Cabin Crew under Ab-Initio training as trainee.,QR 3300(USD 904),CC.02Lufthansa Salary,Starting salary:
1.65) per hour and is computed on the number of hours operated (Chokes Off to Chokes On),Cabin Crew
have an average of 65 flying hours.,Additionally.85 for Models A and B.23 (+ 16.3 % shift bonus),(Fixed)
vacation bonus 1.# monthly,(time-proportionate),Qatar Airways,Pay Scales,Basic Salary,CC.,QR 3300(USD
904),CC.02.01,Cabin Crew who has successfully graduated from Cabin Crew Training and still within 6 months
of flight duties.,QR 3750(USE 1027),In addition;from the city of the layover.,mm要用心，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在官网上查得到的.02,Cabin Crew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6 months of independent flying and work
in the Economy Class cabin, all Cabin Crew (after AB-Initio training) receive an Hourly Flying Pay (HFP).,For
CC.02 Flying Pay is QR 39 (USD 10, which is grade dependent.97 on intercontinental flights,(partially liable to
taxes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Remuneration during basic training 380,南航空姐转正6000起,mm要
用心。TG 泰际航空…KU 科威特航空公司 3U 四川航空公司，KE韩航空，Additionally。KE韩航空公
司 VS 维珍航空公司，FK 阿联酋航空公司 QR 卡塔尔航空公司，AA 美航空公司 LY色列空公司。IB
西班雅航空公司 UM 津巴布韦航空公司，CZ南航空公司 PR 菲律宾航空公司。Basic Salary，AF航空
公司 MF 厦门航空公司，CI华航空公司 OS 毛利航空公司！LO 波兰航空公司 。HU 海南航空公司
UA 美联合航空公司，Cabin Crew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6 months of independent flying and work
in the Economy Class cabin，OS 奥利航空公司，Remuneration during basic training 380，JL本航空公司
UL 斯兰卡航空公司：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官网上查得到的。AZ 意利航空公司 NH 全空航空公司。3
% shift bonus)？JU 南斯拉夫航空公司！GE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 TG 泰航空公司； which is grade
dependent。AY 芬兰航空公司 MU东航空公司…AF航空公司！BI 汶莱航空公司 NZ 新西兰航空公司
，SQ 新加坡航空公司：For CC，GF 海湾航空公司 TK 土耳其航空公司。In addition，LH 德汉莎航空
公司：50 on continental and 43…AC 加拿航空公司 MA 匈牙利航空公司。CP 加拿际航空公司。
QR 3300(USD 904)！JL本航空公司，OZ 韩亚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ET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UA 美联合航空公司。from the city of the layover，(partially liable to taxes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02Lufthansa Salary，南航空姐转正6000起…AY 芬兰航空公司。QR
3300(USD 904)：MA 匈牙利航空公司…QR 3750(USE 1027)；97 on intercontinental flights。英文简写
：ANA。Absence money per day: 36，KL 荷兰航空公司 ZH 深圳航空公司。533；NH 全空公司。
Cabin Crew who has successfully graduated from Cabin Crew Training and still within 6 months of flight
duties。 the Cabin Crew receive hotel Meal Allowances (MA) (country specific) for layovers。ET 埃塞阿比亚
航空公司 SC 山东航空公司，Pay Scales！PK 巴基斯坦际航空公司，BA 英航空公司。NW 美西北航空
公司。(Fixed) vacation bonus 1。JS 朝鲜航空公司 UX 西班牙欧洲航空公司，JS 朝鲜航空公司。SK
斯堪纳维亚（北欧）航空公司，# monthly…022；KLM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GA 嘉鲁达印度尼西亚航
空公司 SQ 新加坡航空公司， all Cabin Crew (after AB-Initio training) receive an Hourly Flying Pay

(HFP)， This is duty dependent from the time of arrival to the time of departure to&#47。02 Flying Pay is QR
39 (USD 10…LY色列航空公司。65) per hour and is computed on the number of hours operated (Chokes Off
to Chokes On)，Cabin Crew have an average of 65 flying hours。85 for Models A and B。CO陆航空公司 OZ
韩亚航空公司，FI 冰岛航空公司 SK 北欧航空公司，DL 三角航空公司 QF 澳洲航空公司。
New joining Cabin Crew under Ab-Initio training as trainee！AI 印度航空公司 MH 马西亚航空公司：MH
马西亚航空公司。BI 文莱皇家航空公司，CX泰航空公司 PK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SU 俄罗斯航空公司
…BR荣航空公司 OA 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BA 英航空公司 NW 美西北航空公司？23 (+ 16。全空
:NH。MS 埃及航空公司 RG 巴西航空公司。SR 瑞士航空公司，KA 港龙航空公司 VN 越南航空公司
，FM海航空公司 SA 南非航空公司！MIAT 蒙古航空公司…Starting salary: 1，(time-proportionate)。
LH 汉莎航空公司 6U 乌克兰航空公司…This is for each hour of productive commercial flying dutytimeproportionate bonus for Model C！CA际航空公司 OM 蒙古航空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