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Announces its New Route to the Vietnamese Riviera with
Three Weekly Flights to hip and happening Da Nang
Hong Kong, 22 Jan 2015 – The vibrant South-Central Coast of Vietnam is now within
easy reach of Hong Kong as low-fare airline HK Express adds Da Nang (DAD) to its
international flight portfolio.
Just in time for Easter, starting 1 April 2015, HK Express will offer three flights a week,
and will be the only low-fare carrier serving the Hong Kong-Da Nang route.
To celebrate the new route and the airline’s 16th destination, from now until 26 January
at 11.59pm HK Express is offering promotional fares to Da Nang for as low as HKD 16 *
one way, for the travel period from 1 April until 30 April 2015. Normal one-way fares
start from HKD 480*.
As a gateway to central Vietnam, Da Nang is sure to be a top destination for Hong Kong
travellers, offering affordable luxury hotels, lavish spas and gourmet dining together with
the joys of Vietnamese café culture, lively street music and glorious surfing beaches.
Just 30 minutes away lies the charming resort town of Hoi An, famed for its leather
workshops and tailor-made shoes, while the nearby Marble Mountain cave complex is
bound to amaze travellers young and old!
“The spectacular Vietnamese South-Central Coast is an undiscovered gem on our
doorstep,” said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for HK Express. “Da Nang is the
perfect base for a short-break or a longer Vietnam tour: the city is easy to get around
and enjoy, with fabulous hotels and dining op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tunning
local landscapes, culture and attractions. We are delighted to be the only low-fare airline
offering our Guests the chance to explore this unspoiled paradise!”

Hong Kong (HKG) <> Da Nang (DAD) (local times)
Flight

UO1558

UO1559

Route

Depart

Arrive

Frequency

07:25

08:10

Mondays

07:40

08:35

Wednesdays

16:35

17:20

Fridays

09:00

11:50

Mondays

09:40

12:30

Wednesdays

18:10

21:00

Fridays

Hong Kong (HKG) > Da Nang (DAD)

Da Nang ( DAD) > Hong Kong (HKG)

*Fares do not include government imposed taxes, and other charges.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follow us on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HK
Express;
Twitter:HKExpress.jp;
Instagram:
@HK_Express or refer to our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Above: Offering three flights a week, starting 1 April 2015, HK Express will be the only low-fare
carrier serving the Hong Kong-Da Nang route.
-Ends-

About HK Express:
HK Express i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By focusing on safety, lowfares and best-in-class on-time performance,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s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Currently HK Express flies to 15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The
16th destination Da Nang will commence on 1 April, 2015),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推出越南峴港航點
單程優惠價低至港幣 16 元
(香港，2015 年 1 月 22 日)

每週 3 班往返兩地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宣佈

推出第 16 個航點——峴港，讓香港旅客以優惠的價格輕鬆前往這座活力四射的越南中南
港口城市。
由 2015 年 4 月 1 日起，HK Express 每週將提供 3 班往返香港與峴港的航班，成為唯一
一家營運香港-峴港航線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為復活節假期間出行的旅客提供多一個選擇。
為慶祝新航線的開通，HK Express 宣佈推出首航優惠價由即日起至 1 月 26 日晚上 11 時
59 分，預訂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間，由香港前往峴港的單程機票，優惠價低
至港幣 16*元。(正常單程票價由港幣 480*元起。)
作為通往越南腹地的門戶，峴港地理位置優越，價格親民，擁有眾多世界一流的渡假酒店、
豪華美容水療中心和全球各地的美食。此外，遊客在此能體驗到越南獨特的咖啡文化，欣
賞街頭音樂表演，或是在綿長的海岸線上盡情衝浪。距離峴港不到 30 分鐘車程的越南著
名歷史古城會安，以琳琅滿目的造鞋鋪和鞋匠的精湛工藝而聞名。附近的五行山 (Marble
Mountain)洞窟群更是令無數遊客流連忘返的景點之一。
HK Express 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無論是短暫旅程，還是環越之旅的重要
一站，峴港這座越南中南部的港口城市都是完美的旅行選擇。峴港交通便捷，風景秀麗，
既有越南當地的優美景致和特色文化，也不乏奢華的酒店和美食佳餚，無疑是 HK
Express 航點網路上的又一顆明珠。我們很高興成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至峴港直飛航班的
低成本航空公司，希望為旅客提供最優惠的票價，盡情享受這處尚未充分開發的旅遊天
堂！」

香港 (HKG) <> 峴港(DAD) (當地時間)
航班

UO1558

UO1559

航線

香港 (HKG) > 峴港 (DAD)

峴港 (DAD) > 香港 (HKG)

出發

到達

班次

07:25

08:10

週一

07:40

08:35

週三

16:35

17:20

週五

09:00

11:50

週一

09:40

12:30

週三

18:10

21:00

週五

*以上價格不包含政府稅收或額外收費。

如需預訂機票或瞭解更多資訊，敬請瀏覽 HK Express 網頁 http://www.hkexpress.com、
登 入 HK Express 新 浪 微 博 專 頁 www.weibo.com/hkexpress 、 Facebook 專 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Express 、 或 關 注 Twitter:HKExpress.jp 、 Instagram:
@HK_Express 以及 HK Express 微信公眾帳號。

上圖： 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HK Express 每週將提供 3 班航班往返香港與峴港，成為唯一一
家營運香港-峴港航線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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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HK
Express 的航點覆蓋亞洲 15 個的熱門城市 (第 16 個航點峴港將於 2015 年 4 月 1 日啟航)，並計
劃在不久的將來開闢更多新航點，致力於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適便捷的航班服務，擴大廉游亞洲
的版圖。

实时发布

香港快运航空推出越南岘港航点
单程优惠价低至港币 16 元
(中国，2015 年 1 月 22 日)

每周 3 班往返两地

唯一一家建基于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香港快运航空

(HK Express) 宣布推出第 16 个航点——岘港，让香港旅客以优惠的价格轻松前往这座活
力四射的越南中南港口城市。
由 2015 年 4 月 1 日起，香港快运航空每周将提供 3 班往返香港与岘港的航班，成为唯一
一家营运香港-岘港航线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为复活节假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多一个选择。
为庆祝新航线的开通，香港快运航空宣布推出首航优惠价由即日起至 1 月 26 日晚上 11
时 59 分,预订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由香港前往岘港的单程机票，优惠价
低至港币 16*元。(正常单程票价由港币 480*元起。)
作为通往越南腹地的门户，岘港地理位置优越，价格亲民，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渡假酒店、
豪华美容水疗中心和全球各地的美食。此外，游客在此能体验到越南独特的咖啡文化，欣
赏街头音乐表演，或是在绵长的海岸线上尽情冲浪。距离岘港不到 30 分钟车程的越南著
名历史古城会安，以琳琅满目的造鞋铺和鞋匠的精湛工艺而闻名。附近的五行山 (Marble
Mountain) 洞窟群更是令无数游客流连忘返的景点之一。
香港快运航空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表示:「无论是短暂旅程，还是环越之旅的重要一
站，岘港这座越南中南部的港口城市都是完美的旅行选择。岘港交通便捷，风景秀丽，既
有越南当地的优美景致和特色文化，也不乏奢华的酒店和美食佳肴，无疑是香港快运航空
航点网络上的又一颗明珠。我们很高兴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至岘港直飞航班的低成本航
空公司，希望为旅客提供最优惠的票价，尽情享受这处尚未充分开发的旅游天堂！」

香港 (HKG) <> 岘港(DAD) (当地时间)
航班

UO1558

UO1559

航线

香港 (HKG) >岘港(DAD)

岘港 (DAD) > 香港 (HKG)

出发

到达

班次

07:25

08:10

周一

07:40

08:35

周三

16:35

17:20

周五

09:00

11:50

周一

09:40

12:30

周三

18:10

21:00

周五

*以上价格不包含政府税收或额外收费。

预订机票可透过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www.hkexpress.com 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400 122
388。了解更多信息，可登入香港快运航空新浪微博专页 www.weibo.com/hkexpress、
关注香港快运航空微信公众账号以及 Instagram 账号@HK_Express。
-

完

-

上圖： 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香港快运航空每週將提供 3 班航班往返香港與峴港，成為唯一
一家營運香港-峴港航線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完

-

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 HK Ex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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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点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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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
快运航空的航点覆盖亚洲 15 个的热门城市 (第 16 个航点岘港将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启航)，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辟更多新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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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