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Welcomes its Two Millionth Guest!
Hong Kong, 29 April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low-fare airline, today
celebrated flying two million Guests around Asia since transferring into a low-cost airline
in October 2013, a major milestone for the popular and rapidly growing airline.
The airline welcomed its two millionth Guest, Ms Canny Ka-yee Ma with a special
ceremony at the landing of a flight from Japan to Hong Kong. Ms Ma was awarded two
free round-trip tickets to any destination operated by HK Express of her choice and took
a commemorative photograph with the pilots, cabin crew and airline executives upon
arrival in Hong Kong.
“I’m so excited,” said Ms Ma. “This is my 4th flight with HK Express in less than 18
months, so I’m delighted to be the lucky person! Japan is my favourite destination and I
rented a car in Tokyo this time and enjoyed the road trip so much. The great things
about HK Express are its low fares and excellent service; I hope to fly again soon! “
HK Express’ Commercial Director, Luke Lovegrove, sent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the two millionth Guest and said the rapid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Guests enjoying HK
Express’ low-fare service around Asia was wonderful to behold. “We commit to offer
greater choice and consistently lower fares for Guests. It’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to
have flown two million Guests in just under 18 months and we want to thank all the
Guests who have helped us reach this milestone. With our additional flights, soon-to-be
launched destinations this summer, and our aircraft fleet expanding fast, I am sure we
will be rewarding our three millionth Guest very soon.”
The HK Express route map has grown rapidly in recent months, now serving 19
destinations across North Asia, Greate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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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w members and executives welcomed the two millionth Guest.

Above: Ms Canny Ka-yee Ma was awarded two free round-trip tickets to any destination
operated by HK Express of her choice.
-End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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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cing 10 June),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迎接第 200 萬名旅客
(香港，2015 年 4 月 29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今天

慶祝自 2013 年 10 月轉型為低成本航空以來搭載的第 200 萬名旅客，這亦標誌著 HK
Express 一項重要的里程碑。
HK Express 的第 200 萬名旅客是馬家怡小姐，她搭乘從日本飛往香港的航班。在飛機降
落後，HK Express 舉行了特別的慶祝儀式，贈送了兩張來回香港至任何 HK Express 航
點的機票給馬小姐，並邀請她在飛機抵達香港後與 HK Express 的機師、機組服務員及管
理層合照留念。
馬小姐興奮地表示：「這是我第四次選乘 HK Express 的航班，很幸運能成為第 200 萬名
旅客。日本是我最喜愛的旅遊目的地，這次我在東京享受了美好的自駕遊。HK Express
最讓我滿意的地方是價格相宜的機票及優秀的服務。我非常期待下一趟旅程！」
HK Express 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祝賀第 200 萬名旅客，他表示很高興看到 HK
Express 的旅客數量迅速增長，這也表明越來越多旅客選擇低成本航空，體驗廉遊亞洲的
樂趣。他表示：「我們將繼續為旅客提供價格相宜的機票和更多的航點選擇。在轉型為低
成本航空僅僅 18 個月內，我們就接載了第 200 萬名旅客，這無疑是一項偉大的成就，我
希望向所有支持 HK Express 的旅客衷心表示感謝。今個夏季我們即將推出多個新航點，
隨著航班數量增加和機隊規模不斷擴大，相信 HK Express 很快就能迎來第 300 萬名旅
客。」
近幾個月 HK Express 的航點網絡迅速擴展，目前已覆蓋北亞、大中華區和東南亞地區的
19 個熱門航點。
如欲預訂機票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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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Express 的機師、機組服務員及管理層一同迎接第 200 萬名旅客。

上圖：馬家怡小姐獲得了兩張來回香港至任何 HK Express 航點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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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迎接第 200 万名旅客
(中国，2015 年 4 月 29 日)

唯一一家香港本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香港快运航空今天

庆祝自 2013 年 10 月转型为低成本航空以来搭载的第 200 万名旅客，这亦标志着香港快
运航空一项重要的里程碑。
香港快运航空的第 200 万名旅客是马家怡小姐，她搭乘从日本飞往香港的航班。在飞机
降落后，香港快运航空举行了特别的庆祝仪式，赠送了两张来回香港至任何香港快运航空
航点的机票给马小姐，并邀请她在飞机抵达香港后与香港快运航空的机师、机组服务员及
管理层合照留念。
马小姐兴奋地表示:「这是我第四次选乘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班，很幸运能成为第 200 万名
旅客。日本是我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这次我在东京享受了美好的自驾游。香港快运航空
最让我满意的地方是价格相宜的机票及优秀的服务。我非常期待下一趟旅程！」
香港快运航空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祝贺第 200 万名旅客，他表示很高兴看到香港快
运航空的旅客数量迅速增长，这也表明越来越多旅客选择低成本航空，体验廉游亚洲的乐
趣。 他表示:「我们将继续为旅客提供价格相宜的机票和更多的航点选择。在转型为低成
本航空仅仅 18 个月内，我们就接载了第 200 万名旅客，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我希
望向所有支持香港快运航空的旅客衷心表示感谢。今个夏季我们即将推出多个新航点，随
着航班数量增加和机队规模不断扩大，相信香港快运航空很快就能迎来第 300 万名旅
客。 」
近几个月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点网络迅速扩展，目前已覆盖北亚、大中华区和东南亚地区的
19 个热门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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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运航空的机师、机组服务员及管理层一同迎接第 200 万名旅客。

上图：马家怡小姐获得了两张来回香港至任何香港快运航空航点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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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