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Releases November 2014 Passenger Statistics
(Hong Kong, 17 December, 2014)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today released figures detailing the airline’s exceptional year-on-year
growth performance. Among the key highlights was a 174% improvement in passenger
numbers for the month of November, when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longside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lights, the airline still maintained the
number one position among all Hong Kong-based airlines in terms of On-Time
Performance. For November 2014, HK Express recorded an OTP of 85.10%.
The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ver the last 13 months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n 27 October,
2013, HK Express transformed into a Low Cost Carrier (LCC), with a new vision for
providing efficient and low-fares travel throughout Asia from their home base in Hong
Kong. The dramatic leap in passenger numbers reflects a number of aspects of the
airline’s new focus; but most importantly, it attests to the success of a strategy to offer
consistently affordable fares that make air travel accessible to more people.
27/10/2013 - 30/11/2014*

11 Months to 30/11/2014

Month of Nov 2014

Guests Flown:

1,237,174

1,116,542

135,970

% change vs last year

114%

129%

174%

On-time
85.90%
84.70%
85.10%
Performance**
*Denotes period since conversion to LCC
**Departures < 15 minutes of scheduled departure time (industry standard measure of punctuality)

HK Express’ core markets in North Asia continues to deliver stronger passenger growth,
with continued positive increases in load factor, validating the airline’s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xpanding its network and service frequencies, especially to Japan. The
popularity of Japanese destinations coupled with Yen depreciation also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surge in passenger numbers in the month of November.
The airline is committed to expanding its destination footprint to all regions of Japan,
including routes to Tokyo, Osaka, Fukuoka, and Nagoya. In addition to the second daily
flight to Tokyo-Haneda that commenced on 16 November, the airline has also launched its
Tokyo-Narita route, which started on 8 December. The additional flights mean that HK
Express now flies 49 flights to Japan per week.
HK Express also announced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very strong demand for low-fare flights
to North Asia, from February 2015, four additional flights per week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cheon will be added, for a total of 18 flights per week, and Tokyo-Narita flights will
increase from seven flights per week to 12.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follow us on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HK Express; Twitter:HKExpress.jp; Instagram:
@HK_Express or refer to our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Ends-

About HK Express:
HK Express i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By focusing on safety, lowfares and best-in-class on-time performance,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s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Currently HK Express flies to 15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公佈 2014 年 11 月旅客數據
(香港，2014 年 12 月 17 日) 本地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HK Express 今天發佈了
2014 年 11 月的運營數據。數據顯示，公司各項運營表現較去年同期顯著提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 11 月旅客數量同比大幅攀升 174%。
在航班數量顯著增加的同時，HK Express 仍穩居香港本土航空公司中航班準時率第一的寶座。2014
年 11 月，HK Express 的航班準時率達到 85.10%。
比較過去 13 個月的運營數據十分有意義，因為 HK Express 於去年 10 月 27 日宣佈轉型為低成本航
空公司，致力於以香港為基地，提供飛往亞洲各熱門城市的廉價機票和便捷的訂票服務。大幅攀升
的旅客數量歸功於公司轉型後的一系列舉措，更重要的是，這證明了公司的轉型戰略取得了成功。
一年多來，HK Express 堅持提供價格相宜的機票，令更多人能享受空中旅行的樂趣。
2013 年 10 月 27 日 –
2014 年 11 月 30 日*

2014 年 1-11 月

2014 年 11 月

搭乘旅客數量：

1,237,174

1,116,542

135,970

同比變化

114%

129%

174%

航班準時率**

85.90%

84.70%

85.10%

*自轉型為低成本航空公司後開始計算
**航班準時率是指在計劃起飛時間 15 分鐘內起飛的航班數量 (即航空業衡量準時率的一般標準)

北亞核心市場穩步増長
HK Express 在北亞核心市場的旅客數量持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同時客座率也穩步攀升，11 月日
本及韓國旅客數量比去年同期大幅攀升 831%。這主要歸功於不斷擴大的航點網路，尤其是日本市
場。日本航點大受歡迎，加上日元貶值，為 11 月旅客數量帶來大幅增長。
HK Express 計劃繼續擴展日本的航點網路，從現有的東京、大阪、福岡和名古屋逐步延伸至其他地
區。繼 11 月 16 日將香港往返東京-羽田的班次增加至每日兩班後，飛往東京-成田的航線也已於 12
月 8 日啟航。現時，HK Express 每週有 49 次航班飛往日本。
面對北亞廉航市場的強勁需求，HK Express 還宣佈自 2015 年 2 月起將新增每週 4 班往返香港與首
爾-仁川的航班，這將使兩地的航班班次增加至每週 18 班。此外，東京成田航線也將從明年 2 月起
現有的每週 7 班增加至 12 班。
預訂機票可透過HK Express網頁 www.hkexpress.com ，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902 0288。瞭解
更多資訊，可登入 HK Express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HKExpress 、新浪微博專頁
www.weibo.com/hkexpress、關注HK Express微信公眾帳號，以及Instagram帳號@HK_Express。
-完-

關於 HK Express
HK Express 是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憑藉穩定的安全性、相宜的票價和業內領先
的準點率，HK Express 的出現為香港及亞洲地區的航空市場帶來全新氣象。目前，HK Express 的
航點覆蓋亞洲 15 個的熱門城市，計劃在不久的將來開闢更多新航點，致力於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適
便捷的航班服務，擴大廉游亞洲的版圖。

实时发布

香港快运航空公佈 2014 年 11 月旅客数据
(中国，2014 年 12 月 17 日)

唯一一家建基于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香港快运航空 (HK Express)

今天发布了 2014 年 11 月的运营数据。数据显示，公司各项运营表现较去年同期显著提高。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 11 月旅客数量同比大幅攀升 174%。
在航班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香港快运航空仍稳居香港本土航空公司中航班准点率第一的宝座。
2014 年 11 月，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班准点率达到 85.10%。
比较过去 13 个月的运营数据十分有意义，因为香港快运航空于去年 10 月 27 日宣布转型为低成本
航空公司，致力于以香港为基地，提供飞往亚洲各热门城市的廉价机票和便捷的订票服务。大幅攀
升的旅客数量归功于公司转型后的一系列举措，更重要的是，这证明了公司的转型战略取得了成功。
一年多来，香港快运航空坚持提供价格相宜的机票，令更多人能享受空中旅行的乐趣。
2013 年 10 月 27 日 –
2014 年 11 月 30 日*

2014 年 1-11 月

2014 年 11 月

搭乘旅客数量:

1,237,174

1,116,542

135,970

同比变化

114%

129%

174%

航班准点率**

85.90%

84.70%

85.10%

*自转型为低成本航空公司后开始计算
**航班准点率是指在计划起飞时间 15 分钟内起飞的航班数量 (即航空业衡量准时率的一般标准)

北亚核心市场稳步増长
香港快运航空在北亚核心市场的旅客数量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同时客座率也稳步攀升，11 月日
本及韩国旅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大幅攀升 831%。这主要归功于不断扩大的航点网络，尤其是日本市
场。日本航点大受欢迎，加上日元贬值，为 11 月旅客数量带来大幅增长。
香港快运航空计划继续扩展日本的航点网络，从现有的东京、大阪、福冈和名古屋逐步延伸至其他
地区。继 11 月 16 日将香港往返东京-羽田的班次增加至每日两班后，飞往东京-成田的航线也已于
12 月 8 日启航。现时，香港快运航空每周有 49 次航班飞往日本。
面对北亚廉航市场的强劲需求，香港快运航空还宣布自 2015 年 2 月起将新增每周 4 班往返香港与
首尔-仁川的航班，这将使两地的航班班次增加至每周 18 班。此外，东京-成田航线也将从明年 2 月
起现有的每周 7 班增加至 12 班。

预订机票可透过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www.hkexpress.com 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400 122
388。了解更多信息，可登入香港快运航空新浪微博专页 www.weibo.com/hkexpress、关
注香港快运航空微信公众账号以及 Instagram 账号@HK_Express。
-完-

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 HK Express ) 是唯一一家建基于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凭借稳定的安全性
、相宜的票价和业内领先的准点率，香港快运航空的出现为香港及亚洲地区的航空市场带来
全新气象。目前，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点覆盖亚洲 15 个的热门城市，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辟
更多新航点，致力于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适便捷的航班服务，扩大廉游亚洲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