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Launches GoConnect for Seamless Travel
between North and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20 April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is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GoConnect, a connecting flight service offering
Guests a convenient, flexible and highly affordable choice for travelling around Asia.
Connecting North and South East Asia, the service allows Guests in Tokyo, for example,
to book tickets to Da Nang via Hong Kong in one reservation and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baggage checked once through the whole journey. Instead of making two separate
reservations and carrying out customs and baggage formalities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Guests now do not need to pass through Hong Kong customs,
saving time and enjoying a carefree transit experience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GoConnect is available between all the 20 destinations in HK Express network,
including Japan (Tokyo, Osaka, Fukuoka and Nagoya); Korea (Seoul, Busan and Jeju);
South East Asia (Siem Reap, Da Nang, Chiang Mai and Phuket) and Greater China
(Taichung, Kunming, Ningbo, Huangshan, Yinchuan and Lanzhou*), providing Guests
with more than 100 connecting destination pairs.
Andrew Cowen, CEO of HK Express, said: “With GoConnect, Hong Kong becomes an
even more convenient hub for connecting Guests from North Asia with the delights of
South East Asia, and vice versa. GoConnect is a vital network service which, together
with our growing list of destinations, is bringing Asia together.”
HK Express is now offering promotional fares for all GoConnect flights at 20% off from
00:00 on 21 April until 23:59 on 26 April for travel 21 April 2015 through 26 March
2016**.
*GoConnect Service for Lanzhou will be launched soon.
** Promotion excludes associated taxes for all sectors of flights, fuel surcharges, airport security charges
and baggage charges. Seats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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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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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chuan
in China (commencing 5 May), Lanzhou in China (commencing 10 June),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輕鬆中轉，暢遊亞洲
HK Express 推出接駁航班服務，連接北亞和東南亞目的地
香港，2015 年 4 月 20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宣佈推
出接駁航班服務「GoConnect」，為旅客提供便捷、靈活的航班選擇，以優惠的票價輕
鬆暢遊亞洲各大旅遊目的地。
新推出的接駁航班服務連接了 HK Express 的北亞和東南亞航點。例如，東京的旅客僅需
在香港中轉，就能輕鬆前往越南峴港，而整個過程只需一次訂票即可完成，省去了行李轉
運的煩惱。選擇接駁航班服務的旅客毋需在香港國際機場重新通過海關檢查，既節省輪侯
時間，也能享受到香港國際機場輕鬆便捷的中轉服務。
目前，GoConnect 接駁航班服務適用於 HK Express 在亞洲的 20 個航點，連接了日本
(東京、大阪、福岡、名古屋)、韓國 (首爾、釜山、濟州)、東南亞 (暹粒、峴港、清邁、
布吉) 和大中華地區 (台中、昆明、寧波、黃山、銀川、蘭州*) 等旅遊目的地。旅客可根
據自己的行程計劃，從 HK Express 提供的 100 多種接駁組合中自由搭配航班。
HK Express 行政總裁安浩恩 (Andrew Cowen) 表示：「推出 GoConnect 後，香港將成
為更方便的航空中轉樞紐，在日韓與東南亞地區之間搭起一座空中橋樑，使旅客能輕鬆探
索異域風情。GoConnect 接駁航班服務是我們航班網絡建設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將與 HK
Express 不斷增加的航點網絡一起，將整個亞洲連接地更緊密。」
HK Express 將推出 GoConnect 機票八折優惠**，銷售期為 2015 年 4 月 21 日凌晨 12 時
正至 26 日晚上 11 時 59 分，旅遊日期為 2015 年 4 月 2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6 日。

*蘭州的 GoConnect 接駁航班服務快將啟用。
**GoConnect 機票優惠並不包括所有航段的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寄存行李費用及其他額外收費。機位視

乎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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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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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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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即將推出四條新航線 – 中國銀川 (於 5 月
5 日啟航)、中國蘭州 (於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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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中转，畅游亚洲
香港快运航空推出接驳航班服务，连接北亚和东南亚目的地
中国，2015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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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推出接驳航班服务「GoConnect」，为旅客提供便捷、灵活的航班选择，
以优惠的票价轻松畅游亚洲各大旅游目的地。
新推出的接驳航班服务连接了香港快运航空的北亚和东南亚航点。例如，东京的旅客仅需
在香港中转，就能轻松前往越南岘港，而整个过程只需一次订票即可完成，省去了行李转
运的烦恼。选择接驳航班服务的旅客毋需在香港国际机场重新通过海关检查，既节省轮侯
时间，也能享受到香港国际机场轻松便捷的中转服务。
目前，GoConnect 接驳航班服务适用于香港快运航空在亚洲的 20 个航点，连接了日本
(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韩国 (首尔、釜山、济州)、东南亚 (暹粒、岘港、清迈、
布吉) 和大中华地区 (台中、昆明、宁波、黄山、银川、兰州*) 等旅游目的地。旅客可根
据自己的行程计划，从香港快运航空提供的 100 多种接驳组合中自由搭配航班。
香港快运航空行政总裁安浩恩 (Andrew Cowen) 表示:「推出 GoConnect 后，香港将成为
更方便的航空中转枢纽，在日韩与东南亚地区之间搭起一座空中桥梁，使旅客能轻松探索
异域风情。GoConnect 接驳航班服务是我们航班网络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将与香港
快运航空不断增加的航点网络一起，将整个亚洲连接地更紧密。」
香港快运航空将推出 GoConnect 机票八折优惠**，销售期为 2015 年 4 月 21 日凌晨 12
时正至 26 日晚上 11 时 59 分，旅游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2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6 日。

*兰州的 GoConnect 接驳航班服务快将启用。
**GoConnect 機票優惠並不包括所有航段的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寄存行李費用及其他額外收費。機位視

乎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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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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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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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亚洲城市，包括
即将推出四条新航线 – 中国银川 (于 5 月 5 日启航)、中国兰州 (于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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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