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Expands China Network with New Service to Huangshan
Enjoy the Rugged Mountain Beauty and Hot Springs
Hong Kong, 26 March 2015 HK Express is delighted to announce its 5th China
destination with the addition of geo-marvel Huangshan to its network. Huangshan
represents our 20th destination and our 5th in China.
Around 220km west of Hangzhou, Huangshan offers som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mountain scenery in China, with the famous “Sea of Clouds”, intriguing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Yellow Mountain pines attracting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famed hot
springs are also a delightful way to relax after a challenging day’s hiking!
With its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 and hundreds of high quality hotel choices,
Huangshan is a top-rated destination amongst China travelers.
“HK Express is unfolding the map of China and offering fresh wonders to our Guests
almost every month,” says Mr.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for HK Express.
“Huangshan has always been popular with independent travelers and we are delighted
to bring this great destination within easy low-fare reach of Hong Kong. I look forward to
announcing more soon as we continue to expand our fleet.” he said.
HK Express will open its Huangshan route on 30 March 2015, with two flights every
week on Monday and Friday. One-way fares starting from HK$380* are for sale today.
* Prices do not include taxes, fuel surcharges and other government imposed taxes and fees.

Flight
UO2342

UO2345

Hong Kong (HKG) <> Huangshan (TXN)
Route
Depart
Arrive
Hong Kong  Huangshan

Huangshan  Hong Kong

Frequency

10:00

11:55

Monday

07:45

09:40

Friday

12:35

14:40

Monday

10:25

12:35

Friday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the airline’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52 3902 0288, follow us on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Twitter: HKExpress.jp or Instagram: @HK_Express.

HK Express is currently on the 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 (IOSA) registry until 23
June 2016.

Above: HK Express further expands its China network to Huangshan, where travelers can
explore its spectacular mountain scenery and the famous “Sea of Clouds”.
-EndsAbout HK Express
HK Express i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By focusing on safety, low
fares and best-in-class on-time performance,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HK Express flies to 20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Huangshan in China (commencing 30 March), Da Nang in Vietnam (commencing 1 April), Wuxi
in China (commencing 10 April),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Octo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推出中國第五個航點 - 黃山
登高覽勝 飽覽瑰麗壯觀的雲海
香港， 2015 年 3 月 26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宣佈
進一步擴大中國內地的航點網路，進駐人氣旅遊勝地 — 黃山。這新航點標誌著 HK
Express 的航點數量擴大到 20 個，也是公司在中國內地進駐的第五座城市。
作為中國十大名山之一，黃山地處杭州以西 220 公里，素有「黃山歸來不看嶽」之說。
黃山以「四絕」而聞名 — 瑰麗壯觀的雲海、挺拔青翠的奇松、形態各異的怪石、天然的
高山溫泉，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經過一天的跋山涉水後，在自然健
康的溫泉中洗去一身疲憊，無疑為旅途中的一大樂事。
黃山風景壯麗秀美，四季皆景，周邊還擁有數百家高品質的酒店，是最受自由行遊客歡迎
的旅遊目的地之一。
HK Express 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我們一直在探索中國最具特色的旅行目
的地，幾乎每個月都為旅客帶來新的驚喜。我們很高興將黃山增加至 HK Express 的航點
網路中，讓更多香港旅客有機會以優惠的票價輕鬆飛往這人間仙境。隨著我們的機隊進一
步擴大，相信很快會再推出新航點與大家見面。」
HK Express 計劃於 3 月 30 日起開通每週兩班直飛黃山的航班，分別於每週一及五出發。
單程票價低至港幣 380 元起 *，即日起接受訂票。
*此價格不包含政府稅收、燃油附加費或額外收費。
由香港往來黃山之航班時程表 (以下為當地時間) :
香港 (HKG) <> 黃山 (TXN)

航班

航線

UO2342

香港黃山

UO2345

黃山香港

出發

到達

班次

09:20
07:45
11:55
10:25

11:15
09:40
14:00
12:35

週一
週五
週一
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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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HK Express 持有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運行安全審計（IOSA）認證。

上圖: HK Express 進一步擴大中國內地的航點網路至人氣旅遊勝地 — 黃山，讓旅客登高覽勝，
欣賞瑰麗壯觀的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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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的航班準時率，HK Express 的出現為香港及亞洲地區的航空市場帶來全新氣象。HK Express
航點覆蓋 20 個亞洲城市，包括即將推出五條新航線 – 中國黃山 (於 3 月 30 日啟航) 、越南峴港
(於 4 月 1 日啟航)、中國無錫 (於 4 月 10 日啟航)，韓國濟州 (於 6 月 27 日啟航) ，以及柬埔寨暹
粒 (於 10 月 1 日啟航)。HK Express 致力於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適便捷的航班服務，擴大廉遊亞
洲的版圖。

实时发布

香港快运航空推出中国第五个航点 - 黄山
提供更便利优惠的航班服务前往香港
中国， 2015 年 3 月 26 日 唯一一家建基于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香港快运航空宣布
进一步扩大中国内地的航点网络至黄山。這新航点标志着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点数量扩大到
20 个，这也是公司在中国内地进驻的第五座城市。
新航点开通后，黄山乃至安徽地区的旅客都能以更优惠的价格飞往香港，与迪士尼的卡通
明星狂欢，去大街小巷的茶楼体验地道的港式点心，或是到太平山顶欣赏无敌夜景。而通
过香港快运航空庞大的亚洲航点网络，旅客们更是可以轻松前往清迈、普吉、暹粒等东南
亚旅游胜地，既满足了购物狂们的血拼热情，又能与家人朋友在沙滩椰风中享受美好假期。
香港快运航空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表示:「我们很高兴将黄山增加至香港快运航空的
航点网络中，讓长江、淮河中下游的周边旅客都将能轻松飞往香港这座活力之都，以优惠
的价格体验一场难忘的购物、美食、休闲之旅。随着我们的机队进一步扩大，相信很快会
再推出新航点与大家见面。」
香港快运航空计划于 3 月 30 日起开通每周两班往返黄山与香港之间的航班，分别于每周
一及五出发。单程票价低至人民币 300 元起 *，即日起接受订票。
*此价格不包含政府税收、燃油附加费或额外收费。
由黄山往来香港之航班时间表 (以下为当地时间) :
黄山 (TXN) <> 香港 (HKG)

航班

航线

UO2345

黃山香港

UO2342

香港黃山

出发

到达

班次

11:55
10:25
09:20
07:45

14:00
12:35
11:15
09:40

周一
周五
周一
周五

如欲订购机票或了解更多信息，可浏览香港快运航空网页http://www.hkexpress.com、登
入香港快运航空新浪微博专页 weibo.com/hkexpress或关注香港快运航空微信订阅号。
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香港快运航空持有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運行安全審計（IOSA）認證。

上图: 香港快运航空推出中国第五个航点 - 黄山，让安徽地区的旅客都将能轻松飞往香港这座活力之都。

-完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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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准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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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运航空航点覆盖 20 个亚
洲城市，包括即将推出五条新航线 – 中国黄山 (于 3 月 30 日启航)、越
南岘港 (于 4 月 1 日启航)、中国无锡 (于 4 月 10 日启航)、韩国济州 (于
6 月 27 日启航)，以及柬埔寨暹粒 (于 10 月 1 日启航)。香港快运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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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