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公务机访日更加便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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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国际机场

BR/W  2,500m

AR/W  4,000m

第1旅客航站楼

第2旅客航站楼

公务机专用航站楼

在定期航班未使用时，公务机乘客可乘降。

公务机专用停机坪

约100ｍ

可使用保障个人隐私的专用通道，在短时间内完成出入境手续，
并迅速前往东京地区。

接送车辆可行驶至专用
航站楼前，方便乘降。

设有可自由利用的休息室。配备专用的CIQ设施，可以在
短时间内完成出入境手续。

从成田机场至东京都心，乘坐直升机20分钟、乘坐豪华轿车50分钟
即可到达。

成田机场

赤坂
东京

直升机: MCAS

50 分钟

豪华轿车

20-30 分钟

东京都心

2012年3月31日起，首都圈首座配备了CIQ（海关、
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的公务机专用航站楼开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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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VIATION TERMINAL

- Premier Gate -



提供公务机相关服务的公司

咨询方式

直升机服务

Mori Building City Air Servicze株式会社 03‐3568‐2474 03‐3568‐0823 mcas@mori.co.jp http://www.mori.co.jp/mcas/

〈关于专用航站楼〉

〈关于停机坪、时段的申请〉

成田国际机场株式会社 BUSINESS AVIATION TERMINAL –Premier Gate-
Tel：0476-34-5531 E-mail： nrt_bizterminal@naab.co.jp

日本国土交通省东京航空局 成田机场事务所 管制保安部 航空管制运航信息官运用室
Tel：0476－32－6410，6411 Fax：0476－32－6421

可事先在网上确认空闲的时段和停机坪

URL： http://www.naa.jp/jp/airport/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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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Tel Fax E‐mail URL
株式会社Universal Aviation（可用中文） 0476‐34‐8910 0476‐34‐8911 japaninfo@universalaviation.aero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

株式会社Aeroworks International
（可用中文）

0479‐78‐2251 0479‐78‐2252 fltops@aeroworks.jp http://www.aeroworks.jp

株式会社三和SKYTECH（可用中文） 0476‐32‐8091 0476‐32‐8092 narita@skytechjp.com http://www.skytechjp.com

株式会社JAS 03‐5708‐0088 03‐5708‐0090 flightsupport@jas‐fbo.co.jp http://www.jas‐fbo.co.jp/english/

Mainami机场服务株式会社（可用中文） 0476‐34‐8647 0476‐34‐8812 shien@mainami‐ks.co.jp http://www.mainami‐ks.co.jp/

朝日航洋株式会社 0568‐39‐0298 0568‐28‐5484 tooru‐yoshioka@aeroasahi.co.jp http://www.aeroasahi.co.jp/en/

株式会社IASS 0476‐34‐3957 0476‐34‐6575 nrtap@iass.co.jp http://www.iass.co.jp/

InterAviation Japan株式会社 03‐6402‐1566 03‐6402‐1550 t.nakazawa@interavia.co.jp http://www.interavia.co.jp/

mailto:mcas@mori.co.jp
http://www.iass.co.jp/
mailto:japaninfo@universalaviation.aero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
mailto:fltops@aeroworks.jp
http://www.aeroworks.jp/
mailto:narita@skytechjp.com
http://www.skytechjp.com/
mailto:flightsupport@jas-fbo.co.jp
http://www.jas-fbo.co.jp/english/
mailto:shien@mainami-ks.co.jp
http://www.mainami-ks.co.jp/
mailto:tooru-yoshioka@aeroasahi.co.jp
http://www.aeroasahi.co.jp/en/
mailto:nrtap@iass.co.jp
http://www.iass.co.jp/
mailto:t.nakazawa@interavia.co.jp


羽田机场

提供公务机相关服务的公司

咨询方式
〈关于公务机相关事项〉
日本国土交通省航空局航空战略课 Tel：03-5253-8695 Fax：03-5353-1656
航空网络部首都圈机场课 Tel：03-5253-8721 Fax：03-5253-1660

〈关于时段申请〉
东京机场事务所管制保安部航空管制航运信息官

Tel：03-5757-3000（分机4016）

・在成田机场关闭的深夜至清晨时段，可以选择飞抵羽田机场。
・在一定的条件下（※），白天时间段也可飞抵羽田机场。

19
分钟

26
分钟

东京

品川

31
分钟

横滨

26
分钟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26
分钟

浅草

商务利用
距离作为商务中心的东京
都心很近，可在短时间内
抵达目的地

东京站（丸之内）：19分钟
品川 ： 26分钟

旅游利用

附近也有许多旅游胜地
（浅草、横滨等）

浅 草 ： 26分钟
横 滨 ： 31分钟

◆地理位置（行车时间）◆

乘坐汽车所需时间（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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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Tel Fax E‐mail URL

株式会社IASS 0476‐34‐3957 0476‐34‐6575 nrtap@iass.co.jp http://www.iass.co.jp/index.html

株式会社Aeroworks International（可用中文） 0479‐78‐2251 0479‐78‐2252 fltops@aeroworks.jp http://aeroworks.jp

株式会社Air Service 0476‐32‐0735 0476‐32‐0736 biz_jet@astyo.ana‐g.com http://web.astyo.ana‐g.com/bizjet/

株式会社JAS 03‐5708‐0088 03‐5708‐0090 flightsupport@jas‐fbo.co.jp http://www.jas‐fbo.co.jp

株式会社Noevir Aviation（可用中文） 03‐5708‐7976 03‐5708‐0263 ops@n1.noevir.co.jp http://www.noevir.com/

Mainami机场服务株式会社（可用中文） 03‐6428‐0323 03‐6428‐0324 shien@mainami‐ks.co.jp WWW.mainami‐ks.co.jp

株式会社Universal Aviation（可用中文） 03‐5708‐7571 03‐5708‐7574 info@universalaviation.aero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
o/ground‐support‐
locations/japan/tokyo/RJTT/

○乘坐汽车前往东京都心的所需时间：
・从羽田机场出发 20分钟
・从成田机场出发50分钟（乘坐直升机20～30分钟）

○交通比外国的GA机主要机场更为便利！
（例如：伦敦近郊）

・卢顿机场（GA机使用率：25.6%）：乘坐汽车30分钟
・范堡罗机场（GA机专用机场）：乘坐汽车70分钟

【乘坐汽车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所需时间（估算）】

卢顿

范堡罗
羽田

成田
※乘坐直升机

20～30分钟70分钟

30分钟

50分钟

20分钟

市中心 (东京 或 伦敦)

（※）白天时间段的起落次数限制：8次/日

mailto:nrtap@iass.co.jp
http://www.iass.co.jp/index.html
mailto:fltops@aeroworks.jp
http://aeroworks.jp/
mailto:biz_jet@astyo.ana-g.com
http://web.astyo.ana-g.com/bizjet/
mailto:flightsupport@jas-fbo.co.jp
http://www.jas-fbo.co.jp/
mailto:ops@n1.noevir.co.jp
http://www.noevir.com/
mailto:shien@mainami-ks.co.jp
http://www.mainami-ks.co.jp/
mailto:info@universalaviation.aero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ground-support-locations/japan/tokyo/RJTT/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ground-support-locations/japan/tokyo/RJTT/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ground-support-locations/japan/tokyo/RJTT/


中部国际机场

24小时运营机场、CIQ常驻、时段和停机坪有富余。
最适合国际公务机运航的机场

交通

到名古屋市内
乘坐汽车约40分钟
（乘坐电车约30分钟）

乘坐新干线前往
东京、京都、大阪

也很方便

Narita 
Airpor

t

名古屋

东京

京都

大阪

新干线

约35 分钟

汽车

名古屋

机场

机场

约 100 分钟

约40 分钟

约30 分钟

提供公务机相
关服务的公司
(航运代理店)

CIQ

CAB

地勤服务

机场公司
航运支援小组

<机场运营>
新特丽亚运营中心

（COC）

<维修、机库>
株式会社Japcon

◆机场公司航运支援小组对提供相关服务
的公司（航运代理店）提供支援

提供满足顾客需求的服务，并在出现
问题时灵活应对，对问题加以解决。

◆由航运支援组和负责机场运营的新特丽
亚运营中心密切合作，为顾客提供最佳
服务。
・灵活安排停机坪
・从专用通道进出，确保安检过程顺利
・做好专用区域的安全管理
・对各种机场设施的使用进行协调 等

构建新特丽亚联盟
一体化的公务机接纳体制

新特丽亚特有的密切合作

新特丽亚联盟

约50 分钟

◆使用第2 CIQ区时，会与CIQ保持紧密的
联系，即使出入境时间突然发生变化，
也可以顺利办理出入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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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中部国际机场株式会社 机场运用本部 航运支援组
Tel:569-38-7850   E-mail: businessjet@cjiac.co.jp

公司名称 Tel Fax E‐mail URL

UNIVERSAL AVIATION（可用中文） 03‐5708‐7571 03‐5708‐7574 japan@univeralaviation.aero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

MAINAMI KUKO SERVICE CO.,LTD.

（可用中文）
0476‐34‐8647 0476‐34‐8812 shien@mainami‐ks.co.jp http://www.mainami‐ks.co.jp

AEROWORKS INTERNATIONAL CO.,LTD.

（可用中文）
0479‐78‐2251 0479‐78‐2252 fltops@aeroworks.jp http://www.aeroworks.jp

JAS CORPORATION 03‐5708‐0088 03‐5708‐0090 flightsupport@jas‐fbo.co.jp http://www.jas‐fbo.co.jp

IASS CO.,LTD. 0476‐34‐3957 0476‐34‐6575 nrtap@iass.co.jp http://www.iass.co.jp

NOEVIR AVIATION CO.,LTD.

（可用中文）
03‐5708‐7976 03‐5708‐0263 ops1@n1.noevir.co.jp http://www.noevir.com

AERO  ASAHI CORPORATION. 0568‐39‐0298 0568‐28‐5484 bj‐support@aeroasahi.co.jp http://www.aeroasahi.co.jp

提供公务机服务的公司（航运代理商）

国际公务机乘客可使用专用通道（第2CIQ区）

※目前使用时间仅限于深夜至清晨时段第2CIQ区

①包括出入境手续在内，5～10分钟
便可以从“机舱内转移到机场外”。

与使用通常出入境通道相比，
最多可缩短约20分钟

②乘客用车可以停靠在飞机旁边
③步行距离大幅缩短
④保障乘客的个人隐私

公务机机库
◆ 可包月或临时使用
◆ 株式会社Japcon的维修人员常驻
（塞斯纳认证工厂， 拥有湾流（Gulfstream）等维修实绩）
飞来日本的国际公务机，如果机材出现问题，可随时维修。

【机库规格】

占地面积：5,500 ㎡（107m×51m )

预定机种：可容纳5架Gulfstream G-V
（最大可至B737-800）

主要设备：Hydro Mule、GPU、 各种牵引杆等

其 他：办公室、休息室、工作室、油库等

中部机场可以终结各种不良状况

５

通常通道
第2CIQ通道

停机坪

车辆

车辆

步行

特别上下车场
特别休息室

第2CIQ区

临
时
停
车
场



关西机场

KIX

100km

Kobe

Osaka

Kyoto

・与大阪、京都、神户等
城市中心距离很近

・在距关西机场100公里圈
内集聚着充满魅力的
旅游资源

・24小时全天候运营，拥有2条跑道
・时段和停机坪充裕，可随时起降

公务机停机场

・亦最适宜作为北美与
亚洲之间的技术经停
机场

Asia

North America

KIX

通向亚洲的门户

６



公司名称 Tel Fax E‐mail URL

Universal Aviation  +81‐72‐460‐1415 +81‐72‐460‐1435 japan@universalaviation.aero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

AEROWORKS INTERNATIONAL CO.,LTD.
（可用中文）

+81‐479‐78‐2251 +81‐479‐78‐2252 fltops@aeroworks.jp http://www.aeroworks.jp

MAINAMI KUKO SERVICE CO., LTD.
+81‐72‐456‐6221 +81‐72‐456‐6223 shien@mainami‐ks.co.jp http://www.mainami‐ks.co.jp/

IASS CO., Ltd. +81‐476‐34‐3957 +81‐476‐34‐6575 nrtap@iass.co.jp http://www.iass.co.jp/

CKTS CO., LTD. +81‐72‐456‐5031 +81‐72‐456‐5038
ops@ckts.co.jp

http://www.ckts.co.jp/en/index.html

提供公务机相关服务的公司

咨询方式

〈关于公务机相关事宜〉
关西国际机场株式会社 航空营业部 Tel 072-455-2109 Fax 072-455-2057 E-mail: shingu@kiac.co.jp

〈关于时段申请〉
日本国土交通省大阪航空局关西机场事务所 Tel 072-455-1330 Fax 072-455-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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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japaninfo@universalaviation.aero
http://www.universalaviation.aero/
mailto:fltops@aeroworks.jp
http://www.aeroworks.jp/
mailto:shien@mainami-k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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