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adds Siem Reap to its fast-growing destination list
Plus - The 10th aircraft “Ceong Fan” named after famous dim sum dishes
.
Hong Kong, 28 Jan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ly low-fare airline, is pleased
to announce its new route serving the chic epicentre of Cambodian tourism, Siem Reap.
Offering three flights per week on Tuesdays, Thursdays and Saturdays, HK Express will
launch the Siem Reap route on October 1, 2015, with reservations being accepted from
today (28 January).
In conjunction to the new route launch, HK Express announces the 10th aircraft - Coeng
Fan (rice noodle roll). To add some sweet sauce to the launch, the airline’s Deputy
CEO Andrew Cowen today manned a special Coeng Fan hawker cart and gave out
lunchboxes of the delicious floppy rice noodle rolls to workers in Causeway Bay, while
announcing the new route launch.
To celebrate Hong Kong’s first low-fare route to Siem Reap, and the 17th route for HK
Express, from today until 9 February at 11.59pm, the airline is offering promotional
fares to Siem Reap from as low as HK$180* one way, for the travel period from 1
October until 9 February, 2015.
The resort town of Siem Reap is a popular choice for Hong Kong travellers, not only as
the gateway to the magnificent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ancient temple ruins
at Angkor but also as a stylish short-break location in its own right with a charming citycentre full of unique boutiques, restaurants and undiscovered gems.
“The profound beauty of Siem Reap is one of the many must-see Southeast Asian
experiences offered by our fast-growing network,” said Mr.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for HK Express. “The Siem Reap route is a significant landmark in
our quest to develop low-fare travel options throughout this up-and-coming region of the
world.”
Hong Kong (HKG) <> Siem Reap (REP) (local times)
Flight

Route

Depart

Arrive

UO706

Hong Kong (HKG) > Siem
Reap (REP)

07:15

08:40

UO707

Siem Reap (REP)> Hong Kong
(HKG)

09:35

13:10

*fare does not include government-imposed taxes and other charges

Frequency
Tuesdays,
Thursdays,
Saturdays
Tuesdays,
Thursdays,
Saturdays

Coeng Fan (rice noodle roll) becomes the fifth HK Express Airbus A320 named after
famous Hong Kong dim sum dishes, and will join Sui Maai (pork dumpling), Haa Gaau
(shrimp dumpling), Ceon Gyun (spring roll) and Cha Siu Baau (roasted pork bun) in
transporting Guests across its network.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follow us on HK
Express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Twitter: HKExpress.jp; Instagram:
@HK_Express.

Above: HK Express’ Deputy CEO gave away delicious floppy rice noodle rolls to
dwellers in Causeway Bay and announced the promotional fare to Siem Reap.

Above: HK Express will launch the Siem Reap route on October 1, 2015 and offer three
weekly flights.

Above: The 10th HK Express’ A320 aircraft “Ceong Fan” joins the fleet.
-Ends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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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th destination Siem Reap will commence
on 1 October 2015),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加速航線發展 推出柬埔寨暹粒航點
同時宣佈第十架新成員「腸粉」航機出爐
本地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香港，2015 年 1 月 28 日)

Express 今天宣佈，由 10 月 1 日起新増柬埔寨暹粒航點，每週將提供 3 班航班。 同時，
為慶祝其「點心機隊」新成員之「腸粉」面世，公司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今天親
自上陣，手推一輛販賣車，將新鮮出爐的腸粉點心在銅鑼灣鬧市免費派送給香港市民，並
同場公佈新航點消息。
為慶祝增開第 17 個新航點，HK Express 特別推出超值機票優惠，由即日起至 2 月 9 日
晚上 11 時 59 分，由香港前往暹粒之單程優惠票價由港幣 180 元起(不包括機場稅、燃油
附加費及其他額外收費)，旅遊日期為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4 日。
暹粒位於柬埔寨西北部，以古老的寺廟和文化遺址而聞名。暹粒的許多景點都已被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名錄。其中最受歡迎的無疑是高棉古典建築藝術的典範、「古墓
麗影」的重要拍攝地——吳哥考古公園。
除了吳哥遺址外，暹粒本身也擁有眾多特色建築。無論是保存完好的法國殖民時期建築，
還是精緻迷人的餐廳和酒吧，或是極具特色的博物館、酒店和商店，無不展現著這座城市
的獨特魅力。而隱藏於街頭巷尾的小店和集市則講述著柬埔寨與眾不同的傳統文化。旅客
可信步於城市街頭，品嚐當地特色美食，或是欣賞現場音樂表演，留下一段難忘的旅行回
憶。
由香港往來暹粒之航班時間表（以下為當地時間）：
香港 (HKG) <> 暹粒 (REP)
航班

航線

出發

抵達

UO706

香港 > 暹粒

07:15

08:40

UO707

暹粒 > 香港

09:35

13:10

班次

逢星期二、四、日

繼早前推出的「燒賣」、「蝦餃」、「春卷」和「叉燒包」後，「腸粉」成為第五架以
「點心」命名的航機，主要服務於 HK Express 覆蓋亞洲 17 個的熱門城市，並將香港特
有的點心文化傳遞到亞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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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專 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Express 、 新 浪 微 博 專 頁
www.weibo.com/hkexpress、或關注 Twitter:HKExpress.jp、Instagram: @HK_Express 以及 HK
Express 微信公眾帳號。

圖片說明：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於銅鑼灣鬧市派送免費腸粉，並公佈第 17 個
航點的單程優惠票價。

圖片說明：HK Express 宣佈由 10 月 1 日起新増柬埔寨暹粒航點，每週將提供 3 班航班。

圖片說明：HK Express 第十架 A320 航機「腸粉」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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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17 個航點暹粒
於 201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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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加速航线发展 推出柬埔寨暹粒航点
同时宣布第十架新成员「肠粉」航机出炉
(中国，201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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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宣布，由 10 月 1 日起新増柬埔寨暹粒航点，每周将提供 3 班航班。同
时，为庆祝其「点心机队」新成员之「肠粉」面世，公司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今
天亲自上阵，手推一辆贩卖车，将新鲜出炉的肠粉点心在铜锣湾闹市免费派送给香港市民，
并同场公布新航点消息。
为庆祝增开第 17 个新航点，香港快运航空特别推出超值机票优惠，由即日起至 2 月 9 日
晚上 11 时 59 分，由香港前往暹粒之单程优惠票价由港币 180 元起 (不包括机场税、燃
油附加费及其他额外收费)，旅游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4 日。
暹粒位于柬埔寨西北部，以古老的寺庙和文化遗址而闻名。暹粒的许多景点都已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古墓
丽影」的重要拍摄地——吴哥考古公园。
除了吴哥遗址外，暹粒本身也拥有众多特色建筑。无论是保存完好的法国殖民时期建筑，
还是精致迷人的餐厅和酒吧，或是极具特色的博物馆、酒店和商店，无不展现着这座城市
的独特魅力。而隐藏于街头巷尾的小店和集市则讲述着柬埔寨与众不同的传统文化。旅客
可信步于城市街头，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或是欣赏现场音乐表演，留下一段难忘的旅行回
忆。
由香港往來暹粒之航班時間表（以下為當地時間）：
香港 (HKG) <> 暹粒 (REP)
航班

航線

出發

抵達

UO706

香港 > 暹粒

07:15

08:40

UO707

暹粒 > 香港

09:35

13:10

班次

逢星期二、四、日

继早前推出的「烧卖」、「虾饺」、「春卷」和「叉烧包」后，「肠粉」成为第五架以「点心」
命名的航机，主要服务于香港快运航空覆盖亚洲 17 个的热门城市，并将香港特有的点心文化传
递到亚洲各地。
如需预订机票或了解更多信息，敬请浏览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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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于铜锣湾闹市派送免费肠粉，并公布第 17
个航点的单程优惠票价。

图片说明：香港快运航空宣布由 10 月 1 日起新増柬埔寨暹粒航点，每周将提供 3 班航班。

图片说明：香港快运航空第十架 A320 航机「肠粉」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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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17 个航点暹粒于 201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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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