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Keeps It Cool with “FREEzing Ticket” Giveaway
“The Official Airline of Summer” invites Hongkongers to join the COOLEST event in
town with more than HK$1 million worth of prizes to give away!
Hong Kong, 12 May 2015
Getting fed up with the hot and humid weather in
Hong Kong? As The Official Airline of Summer, HK Express is excited to help cool Hong
Kong down with its summer FREEzing Ticket promotion on 24 May 2015!
Summer is the perfect season to find your place in the sun. HK Express’ affordably
priced tickets have made travelling more accessible and spontaneous for everyone,
empowering all to explore the authenticities of Asia. With new destinations added and
more to come in the pipeline, there i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this summer!

HK Express FREEzing Ticket
Date:
24 May 2015, Sunday
Time:
2 – 7 pm*
Venue:
The Excelsior Plaza, 281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outside World Trade Centre)
*The event may end earlier pending prize availability.

To fulfill every wanderlust, HK Express is offering prizes valued more than HK$1 million
to the Hong Kong public. Participants would stand a chance to win the coolest prizes
imaginable in the most literal sense with a FREEzing Ticket giveaway on the streets of
Causeway Bay! On 24 May 2015, the largest outdoor ice billboard (1.7m Height x 6m
Width) in Hong Kong will be erected outside the World Trade Centre, with only the most

enticing prizes buried deep inside the ice blocks up for grabs. During every preassigned 7-minute round, 10 participants will be given tools at random to help them
crack or melt the ice blocks in order to retrieve their most desired prize before the next
round of lucky participants try their luck at the ice blocks. Prizes include:






10 pairs of round trip tickets to any destination on HK Express’ route map;
120 sets of round trip tickets to designated destinations of HK Express;
10 sets of HK$1,000 flight vouchers;
10 sets of HK$500 flight vouchers; and
HK Express branded merchandise.

To skip the wait on the day, interested parties can simply head to HK Express Facebook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from 13 to 15 May, complete the form on the
pre-registration app and the only thing left to do is to show up! Pre-registration is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so it pays to act fast. Or there’s a choice of being
spontaneous on the day and simply walking in to secure the remaining limited spots.
What’s more, to counter the summer heat, HK Express will be giving out a choice of four
different flavours of the thirst-quenching FUZE TEA for free during the ice-digging
challenge! Simply take a photo with the mega photo props at the event and upload it to
Facebook or Instagram with the hashtag #hkexpress.
To me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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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dditional flight to Seoul
Incheon from June 2015.
The HK Express route map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rving 19 stations across North
Asia, Greate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Recent additions include Da Nang in Vietnam,
Yinchuan and Lanzhou in China, Jeju in South Korea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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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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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zhou
in China (commencing 10 June) and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以「寒冰獎」驅走暑氣
召集香港人參與全城最「cool」盛事 贏取總值超過港幣一百萬元的旅遊獎賞！
(香港，2015 年 5 月 12 日) 受夠了香港悶熱難耐的天氣？ HK Express 將於 2015 年 5
月 24 日以「寒冰獎」為香港人驅走暑氣，讓大家「夏日 GO 飛」！
炎炎夏日，最適合同陽光玩遊戲！HK Express 價格相宜的機票令旅遊變得大眾化，讓廉
遊亞洲更隨心所欲。隨著新航點陸續啟航，今個夏天，HK Express 定能提供符合不同港
人口味的理想目的地！

HK Express 「寒冰獎」活動詳情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5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晚上 7 時*
銅鑼灣告士打道 281 號怡東廣場
（世貿中心外）

*如所有獎品於晚上 7 時前送出，活動將提早結束。

為滿足港人愛出遊的願望，HK Express 為是次活動預備了超過港幣一百萬元的旅遊獎賞。
參加者將有機會於銅鑼灣鬧市「掘」走最意想不到的「寒冰獎」！是次活動將於本月 24
日於世貿中心外，為大家呈獻城中最大型的戶外冰牆！冰牆高達 1.7 米、闊 6 米，內將埋
藏著多份旅遊獎賞驚喜，等待各參加者親手發「掘」。於每輪限時 7 分鐘的遊戲內，10

位參加者將得到隨機分配的工具，以協助他們鑿開或融化冰牆來奪走心儀獎品。7 分鐘限
時完畢後，下一輪參加者將整裝待發，繼續爭奪餘下的「寒冰獎」。
精彩獎品包括：






10 套自選任何 HK Express 航點的雙人來回機票；
120 套 HK Express 指定航點單人來回機票；
10 套價值港幣 1,000 元的飛行禮券；
10 套價值港幣 500 元的飛行禮券；及
HK Express 紀念品

想快人一步登記參加？有興趣參與人士可於 5 月 13 至 15 日期間，瀏覽 HK Express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HKExpress)，並填妥優先登記應用程式內的參加表
格，即可於當天現身加入「掘」獎行列！優先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立即行動！喜
歡即興的朋友亦可於活動當天親臨現場，競逐餘下名額。
HK Express 更特別準備了四款不同口味的 FUZE TEA 為各位解渴，為炎夏降溫！市民只
需 與 現 場 的 大 型 道 具 拍 照 ， 將 相 片 以 主 題 標 籤 #hkexpress 上 載 至 Facebook 或
Instagram，即可免費獲贈飲品。
為配合暑期出遊的大量需求，HK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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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起，每週將增加
一班飛往首爾-仁川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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峴港、中國銀川及蘭州、韓國濟州以及柬埔寨暹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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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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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個亞洲城市，包括即將推出三條新航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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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以「寒冰奖」驱走暑气
召集香港人参与全城最「cool」盛事 赢取总值超过港币一百万元的旅游奖赏！
(中国，2015 年 5 月 12 日) 受够了闷热难耐的天气？香港快运航空将于 2015 年 5 月 24
日以「寒冰奖」为香港人驱走暑气，让大家「夏日 GO 飞」！
炎炎夏日，最适合同阳光玩游戏！香港快运航空价格相宜的机票令旅游变得大众化，让廉
游亚洲更随心所欲。随着新航点陆续启航，今个夏天，香港快运航空定能提供符合不同大
眾口味的理想目的地！

香港快运航空 「寒冰奖」活动详情
日期：
2015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 2 时至晚上 7 时*
地点：
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 281 号怡东广场（世贸中心外)
*如所有奖品于晚上 7 时前送出，活动将提早结束。

为满足大众爱出游的愿望，香港快运航空为是次活动预备了超过港币一百万元的旅游奖赏。
参加者将有机会于铜锣湾闹市「掘」走最意想不到的「寒冰奖」！是次活动将于本月 24
日于世贸中心外，为大家呈献城中最大型的户外冰墙！冰墙高达 1.7 米、阔 6 米，内将埋
藏着多份旅游奖赏惊喜，等待各参加者亲手发「掘」。于每轮限时 7 分钟的游戏内，10
位参加者将得到随机分配的工具，以协助他们凿开或融化冰墙来夺走心仪奖品。7 分钟限
时完毕后，下一轮参加者将整装待发，继续争夺余下的「寒冰奖」。

精彩奖品包括：






10 套自选任何香港快运航空航点的双人来回机票；
120 套香港快运航空指定航点单人来回机票；
10 套价值港币 1,000 元的飞行礼券；
10 套价值港币 500 元的飞行礼券;及
香港快运航空纪念品

为配合暑期出游的大量需求，香港快运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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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起，每周将增加
一班飞往首尔-仁川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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岘港、中国银川及兰州、韩国济州以及柬埔寨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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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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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即将推出三条新航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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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