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Becomes “The Official Airline of Summer”
with huge Summer Mega Sale
Hong Kong, 27 April 2015 Taking its place as The Official Airline of Summer, HK
Express is pleased to announce its Summer Mega Sale starting today for travel 1 June
2015 through 26 March 2016.
Under the Summer Mega Sale, thousands of already low fares will be slashed even
further, with new destinations and additional flights to cater for every Hong Kong escape.
Over the Summer Mega Sale period, from 27 April to 10 May, promotional fare offers
will be rolled out on a rotating basis, with each destination country’s special fares up for
grabs for 48 hours! The first country on offer is Thailand, with special summer deals of
one-way fares starting from HKD 88* for Chiang Mai and Phuket – after that, the
selection of countries offered will be a surprise, with the next country listed on the HK
Express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fan pages at midnight on the third day and every 48
hours subsequently.
And to meet summer demand, HK Express is boosting its flight frequency to popular
vacation sensations. These include seven additional weekly flights to Osaka Kansai and
three additional weekly flights to Tokyo-Narita from June 2015, bringing the number of
weekly flights to Japan to 59. The airline is also offering three additional weekly flights to
Taichung from April 2015 and an additional flight to Seoul Incheon from June 2015.
The HK Express route map has grown rapidly in recent months, now serving 19
destinations across North Asia, Greate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Recent additions
include Da Nang on the Vietnamese Riviera, the romantic desert landscapes of
Yinchuan in China, the Silk Road adventures of Lanzhou in China, the “Honeymoon
Island” of Jeju in Korea and the magnificent Angkor temple of Siem Reap in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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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a 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Twitter: HKExpress.jp or Instagram: @HK_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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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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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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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zhou in China (10 June) and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提早「放暑價」
推出「夏日 GO 飛！」機票優惠
(香港，2014 年 4 月 27 日) 建基於香港的唯一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 HK Express 由今天
起推出「夏日 GO 飛！」機票優惠，提早「放暑價」！過萬個機位將於現有的優惠價格
上折上折，同時 HK Express 亦將推出更多新航點，並增加現有航班班次，讓市民與 HK
Express 於今年夏天齊齊放暑假，體驗廉遊亞洲的樂趣。這次「夏日 GO 飛」機票優惠的
旅行日期適用於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6 日。
「夏日 GO 飛！」機票優惠由即日起至 5 月 10 日推出，HK Express 將於每 48 小時推出
由香港前往一個指定國家的優惠機票。首個國家為泰國，由香港前往清邁和布吉的「夏日
GO 飛！」單程優惠票價格低至港幣 88 元*起。每次優惠將持續 48 小時，並將在第三天
凌晨於 HK Express 官方網站和社交媒體專頁揭曉下一個國家，之後每 48 小時將推出一
個新國家，如此類推。
為配合暑期出遊的大量需求，HK Express 更將增加熱門航點的航班班次。由 2015 年 6
月起，每週將新增七班往返大阪-關西和三班往返東京-成田的航班；而 HK Express 往返
日本的航班數量將增加至每週 59 班。此外，HK Express 由 2015 年 4 月起已新增每週三
班飛往台中的航班，並將由 2015 年 6 月起，每週增加一班飛往首爾-仁川的航班。
近幾個月來，HK Express 的航點網路迅速擴展，目前航班服務遍佈北亞、大中華區和東
南亞地區的 19 個目的地。近期新增的航點包括越南港口城市峴港、有塞上江南之稱的中
國銀川、絲綢之路重鎮蘭州、蜜月之島韓國濟州以及吳哥窟所在地柬埔寨暹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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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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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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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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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提早「放暑价」
推出「夏日 GO 飞！」机票优惠
(中国，2014 年 4 月 27 日) 唯一一家香港本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香港快运航空由今天
起推出「夏日 GO 飞！」机票优惠，提早「放暑价」！过万个机位将于现有的优惠价格
上折上折，同时香港快运航空亦将推出更多新航点，并增加现有航班班次，让市民与香港
快运航空于今年夏天齐齐放暑假，体验廉游亚洲的乐趣。 这次「夏日 GO 飞」机票优惠
的旅行日期适用于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6 日。
「夏日 GO 飞！」机票优惠由即日起至 5 月 10 日推出，香港快运航空将于每 48 小时推
出由香港前往一个指定国家的优惠机票。首个国家为泰国，由香港前往清迈和布吉的「夏
日 GO 飞！」单程优惠票价格低至港币 88 元*起。 每次优惠将持续 48 小时，并将在第三
天凌晨于香港快运航空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专页揭晓下一个国家，之后每 48 小时将推出
一个新国家，如此类推。
为配合暑期出游的大量需求，香港快运航空更将增加热门航点的航班班次。 由 2015 年 6
月起，每周将新增七班往返大阪-关西和三班往返东京-成田的航班；而香港快运航空往返
日本的航班数量将增加至每周 59 班。此外，香港快运航空由 2015 年 4 月起已新增每周
三班飞往台中的航班，并将由 2015 年 6 月起，每周增加一班飞往首尔-仁川的航班。
近几个月来，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点网络迅速扩展，目前航班服务遍布北亚、大中华区和东
南亚地区的 19 个目的地。近期新增的航点包括越南港口城市岘港、有塞上江南之称的中
国银川、丝绸之路重镇兰州、蜜月之岛韩国济州以及吴哥窟所在地柬埔寨暹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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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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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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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