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Marks First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 to Fukuoka Route
Guests who purchased JR Kyushu Rail Pass received Thank-You Gifts
Hong Kong, 24 April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low-fare airline, recently
celebrated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airline’s operation to Fukuoka, Japan. To thank
Guests on the first anniversary flight week, a souvenir* was offered for Guests who
purchased a JR Kyushu Pass onboard during 10 – 16 April 2015.
HK Express has collaborated with JR Kyushu Railway Company to offer discounted rail
tickets for sale onboard their flights since January 2015.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of HK Express said: “The Kyushu Rail Pass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tems
among our Guests. It also reinforces the airline’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its Guests a
truly comprehensive “low-fare” travel experience.”
Since its inaugural flight on 10 April last year, HK Express has carried over 95,000 Guests
and has operated over 700 flights between Hong Kong and Fukuoka at an affordable lowfare. The airline currently provides daily flights between Hong Kong and Fukuoka. Oneway fares to Fukuoka start from HKD780**.
Hong Kong (HKG) <> Fukuoka (FUK) (local times)
Flight
UO636
UO639

Route
Hong Kong (HKG) > Fukuoka (FUK)
Fukuoka (FUK) > Hong Kong (HKG)

Depart
13:05
18:15

Arrive
17:20
20:45

Frequency
Daily
Dail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scounted Kyushu Rail Pass, Guests can check out the
Express Tickets Menu placed in the inflight seat pocket or ask the onboard cabin crew for
details.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follow us on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Instagram: @HK_Express, Instagram:
@HK_Express, or refer to our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 Prices do not include taxes, fuel surcharges and other government imposed taxes and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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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ve: HK Express Guests who purchased Kyushu Rail Pass received a Thank-You gift from
JR Kyushu Railway Company in JR Hakata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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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ly HK Express flies to 19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Yinchuan in China (5 May), Lanzhou in China (10 June), Jeju in Korea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慶祝日本福岡航線開航一週年
贈送小禮物予機上購買 JR 九州鐵路周遊劵的旅客

(香港，2014 年 4 月 24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HK Express 最近慶祝
其日本福岡航線開航一週年。為答謝旅客的支持，於 2015 年 4 月 10 - 16 日在 HK Express
航班上購買 JR 九州鐵路周遊劵的旅客，獲贈送小禮物。
HK Express 與九州旅客鐵道株式會社在今年 1 月起攜手合作，在航班上銷售優惠車票。HK
Express 的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JR 九州鐵路周遊劵是最受旅客歡迎的機上產
品之一。此次合作彰顯了 HK Express 致力於為旅客提供「從天上到地下」的全方位廉遊體
驗。」
由去年 4 月 10 日福岡航線啟航至今，HK Express 一直致力提供相宜的票價，並已搭載超
過 95,000 名旅客及營運超過 700 班航班往來香港及福岡。現時，HK Express 每日提供一
班直飛航班往返兩地，單程票價由港幣 780 元*起。
香港 (HKG) <> 福岡 (FUK) (當地時間)
航班

航線

出發

到達

班次

UO636

香港 (HKG) > 福岡 (FUK)

13:05

17:20

每天

20:45

每天

福岡 (FUK) > 香港 (HKG)
UO639
18:15
*此價格不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以及其他政府稅收或額外收費。

如需獲得更多資訊，旅客可參閱班機上座位前的 Express 門票指南或向機艙服務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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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 於 HK Express 機上購買 JR 九州鐵路周遊劵的旅客在 JR 博多站領取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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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庆祝日本福冈航线开航一周年
赠送小礼物予机上购买 JR 九州岛铁路周游劵的旅客
(中国，2014 年 4 月 24 日) 唯一一家香港本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香港快运航空最近庆祝
其日本福冈航线开航一周年。为答谢旅客的支持，于 2015 年 4 月 10－16 日在香港快运航
空航班上购买 JR 九州岛铁路周游劵的旅客，获赠送小礼物。
香港快运航空与九州岛旅客铁道株式会社在今年 1 月起携手合作，在航班上销售优惠车票。
香港快运航空的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表示:「JR 九州岛铁路周游劵是最受旅客欢迎的
机上产品之一。 此次合作彰显了香港快运航空致力于为旅客提供「从天上到地下」的全方
位廉游体验。 」
由去年 4 月 10 日福冈航线启航至今，香港快运航空一直致力提供相宜的票价，并已搭载超
过 95,000 名旅客及营运超过 700 班航班往来香港及福冈。现时，香港快运航空每日提供一
班直飞航班往返两地，单程票价由港币 780 元*起。
香港 (HKG) <> 福冈 (FUK) (当地时间)
航班

航线

出发

到达

班次

UO636

香港 (HKG) > 福冈 (FUK)

13:05

17:20

每天

UO639

福冈 (FUK) > 香港 (HKG)

18:15

20:45

每天

*此价格不包含机场税、燃油附加费以及其他政府税收或额外收费。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旅客可参阅班机上座位前的 Express 门票指南或向机舱服务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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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 于香港快运航空机上购买 JR 九州岛铁路周游劵的旅客在 JR 博德站领取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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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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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