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Launches Double Daily Hong Kong - Haneda Flights
Travelers can now choose from more convenient and affordable daily flights
(Hong Kong, 26 September, 2014) To underscore the commitment to grow the Japan
market,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today
announced that it will add a second daily direct flight from Hong Kong to Tokyo-Haneda
from 16 November. The addition of the new flights means that HK Express will fly to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metropolis 14 times a week, and is the only LCC flying between
Haneda and Hong Kong.
The additional flight servic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HK Express to
expand connectivity between Japan and Hong Kong, providing more scheduling
flexibility and greater customer choice.
HK Express’ Deputy CEO Andrew Cowen said: “Since the launch of our Tokyo route
last November, we have been consistently enjoying a load factor, and have flown over
80,000 Guests to the city. The North Asian region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market
in ou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2014 and beyond. The additional flights will prove just as
popular and convenient for our valued Guests, especially now we can give Guests a
greater choice in flights.
“Adding a morning departure from Tokyo to Hong Kong will give Guests the option of a
mid-morning arrival into the city, which will mean better connections for travelers going
for work, or beyond Hong Kong to other cities on our network in South-East Asia,”
Cowen added.
The new double-daily flights to Hong Kong join other popular flights on HK Express’
Japan network, including routes from Osaka-Kansai, Fukuoka and Nagoya. HK Express
has shown a strong commitment to expanding their destination footprint to all regions of
Japan; the additional Tokyo flights follow the launch of a daily service to Nagoya from
18 September 2014, and the current double daily services to Osaka.

To celebrate the launch of the two new flights to Tokyo, HK Express is offering one-way
fares from HKD 680 on all Tokyo flights. The offer is valid from today until 30 September,
2014 at 23:59. Guests can travel between 26 September, 2014 and 31 December, 2014.
This fare price excludes taxes, fuel surcharges and other government imposed taxes
and fees. Be sure to visit www.hkexpress.com to reserve your flights today.

Flight
UO622
(*new service)
UO624

Route
Hong Kong 
Toyko-Haneda

UO623
(*new service)
UO625
UO625
* Prices

fees

Tokyo-Haneda
Hong Kong

Depart

Arrive

Frequency

19:10

23:55

Daily

01:10

05:05

Daily

01:10

05:25

Daily

06:10

10:25

Mon & Sat

06:10

10:45

Tue, Wed, Thu,
Fri & Sun

do not include taxes, fuel surcharges and other government imposed taxes and

Above: HK Express has committed to naming five of their aircraft under a ‘Dim Sum’
theme, and has recently launched Haa Gaau and Siu Maai.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follow us on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Instagram:

@HK_Express or refer to our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Ends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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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including Zhengzhou in China (commences 26 September, 2014).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往返香港東京-羽田航班增加至每日兩班
為旅客提供更便利、優惠的選擇

(香港。2014 年 9 月 26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今日宣
佈將於 11 月 16 日起將往來香港及東京-羽田機場的航班增加至每日兩班，每星期將共有
14 班航班穿梭兩地。目前，HK Express 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東京-羽田直航服務的低
成本航空公司。

增加日本的航點是 HK Express 擴展亞洲網絡的重要一環，而東京一直是香港商務及消閒
旅客的重要目的地，增加東京航點的班次將可進一步為旅客提供更便利的旅遊計劃。

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表示：「東京-羽田航線自去年 11 月啟航以來，
載客量持續高企，至今已乘載超過 80,000 名旅客往返兩地。來年，我們會繼續重視北亞
地區的航線發展。加密東京-羽田航線反映公司銳意為旅客提供輕鬆便捷、價格相宜的旅
遊機會，有助推動香港與日本的旅遊市場發展。」

「新增早上由東京-羽田出發到香港的航班，預計會為商務旅客、以及經香港轉機前往 HK
Express 其他東南亞航點的旅客提供更方便的連接。」Cowen 補充道。

現時 HK Express 的 14 個航點中包括四個日本航點，分別為東京-羽田、大阪-關西、福
岡及新開設的名古屋。其中每天各提供兩班前往東京-羽田及大阪-關西的航班，而新開的
名古屋航線亦已於 9 月 18 日正式啟航。

為慶祝增加東京-羽田的航班，由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晚上 11 時 59 分，預訂 2014 年 9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由香港前往東京-羽田之 HK Express 單程機票，最低
票價僅需港幣 680 元*。請即登上 www.hkexpress.com 搶票！

由香港往來東京-羽田之航班時間表（以下為當地時間）：
香港往來東京-羽田
航班

路線

UO624
UO622
(*新增航班)
UO623
(*新增航班)

香港東京-羽田

東京-羽田香港
UO625

出發

抵達

班次

00:10

05:05

19:10

23:55

01:10

05:25

每日

06:10

10:25

星期一、星期六

06:10

10:45

星期二、三、四、五及日

每日

*此價格不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其他政府稅收或額外收費

上圖：HK Express 以“點心”為主題命名 5 架航機，其中“蝦餃”和“燒賣”已於近期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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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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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業內領先的準點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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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個的熱門旅行目的地。HK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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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往返香港东京-羽田航班增加至每日两班
为旅客提供更便利、优惠的选择
(香港。2014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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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宣布将于 11 月 16 日起将往来香港及东京-羽田机场的航班增加至每日两班，
每星期将共有 14 班航班穿梭两地。目前，香港快运航空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东京-羽田
直航服务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增加日本的航点是香港快运航空扩展亚洲网络的重要一环，而东京一直是香港商务及消闲
旅客的重要目的地，增加东京航点的班次将可进一步为旅客提供更便利的旅游计划。

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表示:「东京-羽田航线自去年 11 月启航以来，
载客量持续高企，至今已乘载超过 80,000 名旅客往返两地。来年，我们会继续重视北亚
地区的航线发展。加密东京-羽田航线反映公司锐意为旅客提供轻松便捷、价格相宜的旅
游机会，有助推动香港与日本的旅游市场发展。」

「新增早上由东京-羽田出发到香港的航班，预计会为商务旅客、以及经香港转机前往香
港快运航空其他东南亚航点的旅客提供更方便的连接。」Cowen 补充道。

现时香港快运航空的 14 个航点中包括四个日本航点，分别为东京-羽田、大阪-关西、福
冈及新开设的名古屋。其中每天各提供两班前往东京-羽田及大阪-关西的航班，而新开的
名古屋航线亦已于 9 月 18 日正式启航。

为庆祝增加东京-羽田的航班，由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晚上 11 时 59 分，预订 2014 年 9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由香港前往东京-羽田之香港快运航空单程机票，最低
票价仅需港币 680 元*。请即登上 www.hkexpress.com 抢票！

由香港往来东京-羽田之航班时间表(以下为当地时间):
香港往來东京-羽田
航班

路线

UO624
UO622

抵达

00:10

05:05

19:10

23:55

01:10

05:25

每日

06:10

10:25

星期一、星期六

香港东京-羽田

(*新增航班)
UO623
(*新增航班)
东京-羽田香港
UO625

出发

班次
每日

星期二、三、四、五及日
06:10
10:45
*此价格不包含机场税、燃油附加费及其他政府税收或额外收费

上图:香港快运航空以“点心”为主题命名 5 架航机,其中“虾饺”和“烧卖”已于近期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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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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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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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