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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Express’ Own “Secret Santa” Spreads Holiday Cheer
Reindeer take a raincheck as “Cha Siu Baau” touches down
(Hong Kong, 12 December, 2014) Ho-ho-ho! This year, Santa decided to rest
his reindeer and flew himself into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HK
Express’ newest A320 airbus – Cha Siu Baau (roasted pork bun), bringing with
him his blessings for a happy and joyous Christmas season!
Cha Siu Baau features a vibrant and distinctive new custom design, which
conveys HK Express’ love for the great and unique city of Hong Kong. With the
“We love HK” design clearly visible on the turbine engines as the aircraft soars
over the city, it’s the perfect expression of pride and gratefulness during this
season of well-wishing and happiness.
Part-time “Secret Santa” and Deputy CEO of HK Express Andrew Cowen
explains, “I can’t think of a more fitting Christmas present than a big warm hug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 that’s the sentiment we are trying to convey with
our “We Love HK” campaign.” He later added that he had no intention of
segueing his seasonal Santa impersonation work into a full-time career.
Of course, Christmas is also a time for giving to the less fortunate, which is
why HK Express will show its love for the community by making donations to
St. James’ Settlement – an established Hong Kong charity Organization.
Electronic Season’s Greetings cards will be available for Guests to send to
friends and family. With each e-card sent, HK$5 will be donated to The
People’s Food Bank of St. James' Settlement.
The HK Express Christmas e-card will be launched on 15 December and
available on HK Express’ Facebook page.
The brand new A320 Dim Sum aircraft -Cha Siu Baau - which joins the other
three dim sum fleet – Siu Maai (pork dumpling), Haa Gaau (shrimp dumpling)
and Ceon Gyun (Spring Roll) has the registration acronym of ‘low cost carrier’
(B-LCC), a true testament of HK Express’ core values.
The new aircraft, Cha Siu Baau, has already joined the other 8 aircraft in flying
to 15 destinations in Asia.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3902 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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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Express’ Deputy CEO Andrew Cowen welcomes Guests onboard to Cha
Siu Baau – HK Express’ newest A320 airbus.

Above: HK Express’ Deputy CEO, Andrew Cowen launches “We Love HK” Christmas
campaign whilst posing as Santa Cl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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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ability,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Currently HK Express flies
to 15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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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Express 神秘聖誕老人現身香港
聖誕老人乘坐「叉燒包」航機為香港送上祝福
(香港，2014 年 12 月 12 日) 今年，聖誕老人將讓他的馴鹿休假，而是親自乘
坐 HK Express 的新航機「叉燒包」來到香港國際機場，將節日祝福及喜悅帶給
廣大香港市民。
「叉燒包」航機採用全新的機身設計，別具創意地在引擎上塗寫了搶眼的「We
love HK」 字樣， 展現了 HK Express 對香港這座獨一無二的城市的喜愛。隨
著「叉燒包」航機翱翔於藍天，它也將帶著一眾港人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飛往亞
洲各地。
化身為兼職聖誕老人的 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興奮地表示：
「在
這個分享喜悅、傳遞心意的季節裡，沒有什麼比一個來自聖誕老人的祝福更合適
的禮物了。我們也希望通過「We Love HK」活動，為這座城市營造一種溫暖愉
快的節日氣氛。」隨後他也表示不會將客串的「聖誕老人」變成他的終身事業。
當然，聖誕也是體現愛心、幫助社會上弱勢群體的時節。為了展現對社區的關愛
和支持，HK Express 將舉行慈善捐款活動。在聖誕期間，公司將推出聖誕電子
賀卡，讓旅客將祝福和心意傳達給親朋好友，共度一個有「E」義的聖誕。旅客
每寄出一張電子賀卡，HK Express 就會向本地慈善機構聖雅各福群會屬下「眾
膳坊食物銀行」捐出港幣 5 元。
HK Express 聖誕電子賀卡將於 12 月 15 日起在 HK Express 的 Facebook 專頁
內推出。
繼「燒賣」
、
「蝦餃」和「春卷」之後，最新推出的「叉燒包」航機成為 HK Express
「點心機隊」的第四名成員。HK Express 別出心裁地以最具香港特色的「點心」
為航機命名，寓意提供相宜的機票價格，也彰顯了公司作為低成本航空的核心價
值。
全新的「叉燒包」航機將與其他八架飛機一起飛往亞洲 15 個熱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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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為旅客帶來全新的 A320「叉燒包」航
機。

上圖: 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化身為聖誕老人為 「We Love HK」活
動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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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個的熱門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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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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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运航空神秘圣诞老人现身香港
圣诞老人乘坐「叉烧包」航机为香港送上祝福
(中国，2014 年 12 月 12 日)

今年，圣诞老人将让他的驯鹿休假，而是亲自乘

坐香港快运航空的新航机「叉烧包」来到香港国际机场，将节日祝福及喜悦带给
广大香港市民。
「叉烧包」航机采用全新的机身设计，别具创意地在引擎上涂写了抢眼的「We
love HK」 字样，展现了香港快运航空对香港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的喜爱。随着
「叉烧包」航机翱翔于蓝天，它也将带着一众港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飞往亚洲
各地。
化身为兼职圣诞老人的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兴奋地表示：
「在这个分享喜悦、传递心意的季节里，没有什么比一个来自圣诞老人的祝福更
合适的礼物了。我们也希望通过「We Love HK」活动，为这座城市营造一种温
暖愉快的节日气氛。」随后他也表示不会将客串的「圣诞老人」变成他的终身事
业。
当然，圣诞也是体现爱心、帮助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时节。为了展现对小区的关爱
和支持，香港快运航空将举行慈善捐款活动。在圣诞期间，公司将推出圣诞电子
贺卡，让旅客将祝福和心意传达给亲朋好友，共度一个有「E」义的圣诞。旅客
每寄出一张电子贺卡，香港快运航空就会向本地慈善机构圣雅各福群会属下「众
膳坊食物银行」捐出港币 5 元。
香港快运航空圣诞电子贺卡将于 12 月 15 日起在香港快运航空的 Facebook 专
页内推出。
继「烧卖」
、
「虾饺」和「春卷」之后，最新推出的「叉烧包」航机成为香港快运
航空 「点心机队」的第四名成员。香港快运航空别出心裁地以最具香港特色的
「点心」为航机命名，寓意提供相宜的机票价格，也彰显了公司作为低成本航空
的核心价值。
全新的「叉烧包」航机将与其他八架飞机一起飞往亚洲 15 个热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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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为旅客带来全新的 A320 「叉烧包」
航机。

上图: 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化身为圣诞老人为 「We Love HK」活
动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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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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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