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Announces Updates to Senior Management Team
Hong Kong, 17 April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today announced updates to it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ith immediate effect, Andrew
Cowen has been promoted from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to the airline’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ormer CEO Kalid Razack has moved to the new role of Vice Executive
Chairma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These changes aim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HK Express
leadership team in line with continuing major expansion plans.
Andrew Cowen joined HK Express in 2013, and has successfully managed the airline’s
transformation into Hong Kong’s one and only low-fare airline. With a career spanning more
than 25 years in the aviation industry, and strong experience in the low-cost carrier (LCC)
sector, Cowen has built up an enviable track record in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Cowen’s
new role will see him taking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HK Express operations and
managing the airline’s 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s.
As HK Express’ Vice Executive Chairma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former CEO Kalid Razack
will chair a new Board-level committee overseeing quality, safety and security standards
and ensuring ongoing compliance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Hong Kong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Razack is a veteran of the Hong Kong aviation industry, having served in
various key positions within Hong Kong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addition, Jack Zhou is newly appointed to the position of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Zhou’s
role is to continue to build company profitability, achieve sustained cost reduction and capital
discipline, and maintain the airline’s strong financial position. Zhou brings to HK Express
extensive executive leadership experience in finance and operational roles. Prior to joining
HK Express, he was the Board Director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aircraft engineering
firm myTECHNIC in Turkey. As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Zhou is a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 and holds a Master degree
in Investm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HK Express is currently on the 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 (IOSA) registry until 23
June 2016.

Above: Andrew Cowen, HK Express’ newly promo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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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Yinchuan in China (commencing 5 May),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宣佈管理高層新任命
香港，2015 年 4 月 17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今天宣佈
公司高層管理團隊的新任命。自即日起，公司原行政副總裁安浩恩 (Andrew Cowen) 獲擢
升為 HK Express 行政總裁。前行政總裁 Kalid Razack 將擔任 HK Express 副執行董事長及
執行董事。上述新任命旨在進一步加強 HK Express 的領導團隊，帶領公司繼續推進未來主
要業務發展計畫。
安浩恩於 2013 年加入 HK Express。在他的領導下，HK Express 成功由全服務航空公司轉
型為香港唯一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安浩恩在航空業已有逾 25 年的從業經驗，在低成本航空
（LCC）領域成績斐然，擁有眾多戰略規劃和團隊管理方面的成功案例。擔任 HK Express
行政總裁後，安浩恩將負責公司所有營運活動，並推動公司戰略發展計劃的執行。
HK Express 原行政總裁 Kalid Razack 將轉任副執行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他將主持董事會層
面的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 HK Express 在品質監察、安全和保安方面的表現，確保 HK
Express 持續符合香港民航處的監管標準。Razack 是香港航空業的資深人士，曾在香港民
航處和香港國際機場擔任重要職位。
此外，HK Express 還任命周向翔出任財務總監。他將負責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續降低
成本，審慎管理資本支出，並維持公司財務狀況穩健。周向翔在財務和營運管理方面經驗豐
富，曾擔任土耳其 myTECHNIC 飛機維修公司董事兼財務總監。周向翔持有 ACCA 執業證
書，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大學，獲投資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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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浩恩 (Andrew Cowen)獲擢升為 HK Express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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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個亞洲城市，包括即將推出三條新航線 – 中國銀川 (於 5 月 5 日
啟航)、韓國濟州 (於 6 月 27 日啟航)以及柬埔寨暹粒 (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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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宣佈管理高層新任命
香港 2015 年 4 月 17 日 唯 一 一家 香港 本土 的低 成 本航 空公 司 - 香 港 快运 航空 (HK
Express) 今天宣布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新任命。自即日起、 公司原行政副总裁安浩恩
(Andrew Cowen) 获擢升为香港快运航空行政总裁。前行政总裁 Kalid Razack 将担任香港快
运航空副执行董事长及执行董事。上述新任命旨在进一步加强香港快运航空的领导团队、
带领公司继续推进未来主要业务发展计划。
安浩恩于 2013 年加入香港快运航空。在他的领导下，香港快运航空成功由全服务航空公司
转型为香港唯一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安浩恩在航空业已有逾 25 年的从业经验，在低成本航
空(LCC)领域成绩斐然，拥有众多战略规划和团队管理方面的成功案例。担任香港快运航空
行政总裁后，安浩恩将负责公司所有营运活动，并推动公司战略发展计划的执行。
香港快运航空原行政总裁 Kalid Razack 将转任副执行董事长及执行董事。他将主持董事会层
面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香港快运航空在质量监察、安全和保安方面的表现，确保香港快
运航空持续符合香港民航处的监管标准。Razack 是香港航空业的资深人士，曾在香港民航
处和香港国际机场担任重要职位。
此外，香港快运航空还任命周向翔出任财务总监。他将负责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降低
成本，审慎管理资本支出，并维持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周向翔在财务和营运管理方面经验丰
富，曾担任土耳其myTECHNIC飞机维修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周向翔持有ACCA执业证书，
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投资学硕士学位。

截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香港快运航空持有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运行安全审计(IOSA)认证
。

上图:安浩恩 (Andrew Cowen)获擢升为香港快运航空行政总裁。
-完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是唯一一家香港本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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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个亚洲城市，包括即将推出三条新航线 – 中国银川 (于 5 月 5 日启
航)、韩国济州 (于 6 月 27 日启航) 以及柬埔寨暹粒 (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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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