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Celebrates its First Anniversary as a Low Cost Carrier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ng Kong, 28th October 2014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held an intimate celebration ceremony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mark its first anniversary as a low cost carrier. Senior executives from the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business partners and HK Express graced the momentous
occasion.
To mark the first anniversary for HK Express, a special cake featuring the signature Hong
Kong skyline and the airline’s livery was cut by the airline’s senior executives hosted by
Jimmy Ma, Executive Chairman and President, and the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s
senior executives including Vivian Cheung, Deputy Director, Airport Operations and Albert
Yau, General Manager, Terminal 2 and Landside.
In celebration of this happy occasion, HK Express also distributed special edition cupcakes
at the check in counter for Guests flying today.
Just one year 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low cost carrier, HK Express has flown more
than one million Guests – a major achievement that attests to the popular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new operation. Passenger numbers have grown 123%, compared with the pre-LCC
era. The airline has also achieved a number of accolades which highlight the airline’s
commitment to safety, customer service, and on-tim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independent flight statistic monitoring website flightstats.com, HK Express was the best
performing Hong Kong–based airline in terms of On-Time Performance (OTP). In the last
quarter of 2014, HK Express has so far recorded an OTP rate of 85%.
HK Express provides low-fare travel to 16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offering efficient, practical
air travel to traveler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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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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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aption: On hand to cut the celebratory cake’s first slice are (left to right): Donal Boylan,
CEO, Hong Kong Aviation Capital; Albert Yau, General Manager, Terminal 2 and Landside,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Kalid Razack, CEO, HK Express; Jimmy Ma, Executive Chairman and
President, HK Express; Vivian Cheung, Deputy Director, Airport Operations,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and Andrew Cowen, Deputy CEO, HK Express

About HK Express:
HK Express i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By focusing on low fares,
safety and best-in-class on-time reliability,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Currently HK Express flies to 16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於香港國際機場
慶祝轉型為低成本航空一週年
(香港，2014 年 10 月 28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日
前於香港國際機場舉行慶祝轉型為低成本航空一週年活動。HK Express 的管理層聯同香港
機場管理局及商務合作夥伴的代表一同分享這個重要時刻。
為慶祝轉型一週年的大日子，HK Express 準備了別出心裁的生日蛋糕，上面放上特製香港
天際線及 HK Express 的飛機模型，非常有特色。HK Express 執行董事長兼總裁馬志敏先
生以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的管理層包括機場運行副總監張李佳蕙女士、二號客運大樓及公眾區
運作總經理丘昌賢先生一同主持切蛋糕儀式。
同時，HK Express 亦準備了特製的杯形蛋糕派給當天出發的旅客，與大眾一同分享這份喜
悅。
在轉型為低成本航空後的第一年，HK Express 已搭載了超過一百萬名旅客，這一里程碑無
疑是對其受歡迎程度和運營效率的有力例證。此外，HK Express 的旅客數量較轉型前增長
了 123%。憑藉在飛行安全、客戶服務和航班準時率等方面的不懈努力，HK Express 摘得
了業內的多項殊榮。據獨立飛行資訊網站 flightstats.com 的統計，HK Express 由香港出發
的航班平均準時率(OTP)在所有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中名列榜首（註：準時率以航班可
以於公佈時間 15 分鐘內起飛的比率計算）。2014 年第四季度以來，HK Express 的準時率
高達 85%。
目前，HK Express 的航點覆蓋亞洲 16 個熱門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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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查詢及機票預訂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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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浪 微 博 專 頁
www.weibo.com/hkexpress、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HKExpress、關注 HK
Express 微信公眾帳號以及 Instagram 帳號@HK_Express。
-完-

上圖： 眾嘉賓一同主持切蛋糕儀式 (由左至右)：香港航空租賃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Donal Boylan 先
生；香港機場管理局二號客運大樓及公眾區運作總經理丘昌賢先生； HK Express 行政總裁石嘉利
先生；HK Express 執行董事長兼總裁馬志敏先生；香港機場管理局機場運行副總監張李佳蕙女士及
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先生。

關於 HK Express

HK Express 是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憑藉相宜的票價、穩定的安全性和
業內領先的準時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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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個的熱門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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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于香港国际机场
庆祝转型为低成本航空一周年
(中国‧2014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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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于香港国际机场举行庆祝转型为低成本航空一周年活动。香港快运航空
的管理层联同香港机场管理局及商务合作伙伴的代表一同分享这个重要时刻。
为庆祝转型一周年的大日子，香港快运航空准备了别出心裁的生日蛋糕，上面放上特制香港
天际线及香港快运航空的飞机模型，非常有特色。香港快运航空执行董事长兼总裁马志敏先
生以及香港机场管理局的管理层包括机场运行副总监张李佳蕙女士、二号客运大楼及公众区
运作总经理丘昌贤先生一同主持切蛋糕仪式。
同时，香港快运航空亦准备了特制的杯形蛋糕派给当天出发的旅客，与大众一同分享这份喜
悦。
在转型为低成本航空后的第一年，香港快运航空已搭载了超过一百万名旅客，这一里程碑无
疑是对其受欢迎程度和运营效率的有力例证。此外，香港快运航空的旅客数量较转型前增长
了 123%。凭借在飞行安全、客户服务和航班准时率等方面的不懈努力，香港快运航空摘得
了业内的多项殊荣。据独立飞行信息网站 flightstats.com 的统计，香港快运航空由香港出发
的航班平均准时率 (OTP) 在所有以香港为基地的航空公司中名列榜首 (注：准时率以航班
可以于公布时间 15 分钟内起飞的比率计算)。2014 年第四季度以来，香港快运航空的准时
率高达 85%。
目前，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点覆盖亚洲 16 个热门城市，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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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查询及机票预订可透过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www.hkexpress.com 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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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 众嘉宾一同主持切蛋糕仪式 (由左至右)：香港航空租赁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Donal Boylan 先
生；香港机场管理局二号客运大楼及公众区运作总经理丘昌贤先生；香港快运航空行政总裁石嘉利
先生；香港快运航空执行董事长兼总裁马志敏先生；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运行副总监张李佳蕙女士
及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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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相宜的票价、稳
定的安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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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个的热门旅行目的地。香港快运航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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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