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Ends 2014 on a High Note
Achieving the 7-star safety rating and leading On-Time Performance in North Asia
(Hong Kong, 16 January,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today released figures detailing the airline’s exceptional year-on-year growth
performance. Among the key highlights was a 127% growth in passenger numbers when
compared with year 2013, prior to the airline transformation into a low-cost carrier.
In another significant milestone, HK Express recently received a 7-star safety rating, the
highest ranking possible, from airlineratings.com, an independent, industry-respected
research group. To achieve this ranking airlines must adhere to strict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and must pass a stringent test by IOSA (the 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 the
benchmark for industry safety standards. For details of the ratings criteria, please refer to
http://www.airlineratings.com/safety_rating_per_airline.php
HK Express also celebrated the number one position among all Hong Kong-based airlines
in terms of On-Time Performance (OTP) for 2014, achieving an overall result of 85.1%
OTP. Based on this calculation, HK Express was also ranked the number one low-cost
carrier in North Asia, according to flightstats.com. On-Time Performance, or OTP, is
generated by independent flight monitoring website www.flightstats.com.
12 Months to 31/12/2014

Month of Dec 2014

Guests Flown:

1,258,904

146,253

% change vs last year

127%

174%

On-time Performance*

85.10%

86.2%

*Departures < 15 minutes of scheduled departure time (industry standard measure of punctuality)

HK Express’ Deputy CEO Andrew Cowen was pleased at the performance and recent
recognitions, adding the airline will continue its focus of maintaining its safety rating and
industry-leading position in Hong Kong for OTP in 2015. “We’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our
Guests the best on-time service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maintaining our unwavering
priority to safety. It’s a true testament to the dedication and hardworking local team we’ve
put in place to achieve this enviable goal, against such well-established rivals” Cowen
added.
HK Express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with Chinese New Year and Easter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e airline is adding 18 weekly flights to popular destinations in Japan, Korea,
Taiwan, Thailand and Mainland China, offering a wealth of new options to trave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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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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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HK Express holds 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 (IOSA) accreditation and renewed in October
2014.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2014 年畫上完美的句號
榮獲航班安全七星評級，航班準時率繼續領跑北亞市場
(香港，2014 年 1 月 16 日) 本地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HK Express 公佈
2014 年運營數據。在過去的一年裡，公司各項運營表現較上年同期均有顯著提高。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全年旅客數量較 2013 年轉型低成本航空前大幅增長 127%。
近期，著名獨立航空研究機構 airlineratings.com 給予 HK Express 航班安全七星評級，標誌
著公司業務發展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航班安全七星評級是航空安全領域的最高評級，意味著
航空公司必須遵循和實踐嚴格的安全標準，並通過航空業基本安全指標——國際航空運輸協
會 運 行 安 全 審 計 （ IOSA ） 認 證 。 更 多 關 於 該 評 級 的 資 訊 ， 可 瀏 覽
http://www.airlineratings.com/safety_rating_per_airline.php。
此外，2014 年 HK Express 憑藉 85.10%的航班準時率，成為香港本土航空公司中的翹楚，
同時也是北亞地區航班準時率最高的低成本航空公司。航班準時率（OTP）由獨立航班監測
網站 www.flightstats.com 統計公佈。
2014 年 1-12 月

2014 年 12 月

搭乘旅客數量:

1,258,904

146,253

同比變化

127%

174%

航班準時率*

85.10%

86.2%

*航班準時率是指在計劃起飛時間 15 分鐘內起飛的航班數量 (即航空業衡量準時率的一般標準)

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對公司 2014 年的運營表現和近期取得的成就感到
滿意，並承諾 2015 年 HK Express 將竭盡所能，保持最高的安全評級，以及香港本土航空
公司中準時率的龍頭地位。他表示：「我們致力於為旅客提供準時的航班運營服務，同時也
將安全視為重中之重。在競爭激烈的航空市場中，我們能夠從眾多競爭對手脫穎而出，取得
航班安全七星評級這一驕人成績，這無疑是對公司本土團隊的持續努力和辛勤工作的最高褒
獎。」
近期，HK Express 還宣佈將新增 18 班飛往日本、韓國、台灣、泰國和中國內地等多個目
的地的航班，為旅客在農曆新年和復活節假期的出遊提供更豐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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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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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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发布

香港快运航空 2014 年完美收官
荣获航班安全七星评级

航班准点率继续领跑北亚市场

(中國，2014 年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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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 2014 年运营数据。在过去的一年里，公司各项运营表现较上年同期均有显
著提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年旅客数量较 2013 年转型低成本航空前大幅增长 127%。
近期，著名独立航空研究机构 airlineratings.com 给予香港快运航空航班安全七星评级，标
志着公司业务发展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航班安全七星评级是航空安全领域的最高评级，意味
着航空公司必须遵循和实践严格的安全标准，并通过航空业基本安全指针——国际航空运输
协 会 运 行 安 全 审 计 (IOSA) 认 证 。 更 多 关 于 该 评 级 的 信 息 ， 可 浏 览
http://www.airlineratings.com/safety_rating_per_airline.php。
此外，2014 年香港快运航空凭借 85.10%的航班准点率，成为香港本土航空公司中的翘楚，
同时也是北亚地区航班准点率最高的低成本航空公司。航班准点率 (OTP) 由独立航班监测
网站 www.flightstats.com 统计公布。
2014 年 1-12 月

2014 年 12 月

搭乘旅客数量:

1,258,904

146,253

同比变化

127%

174%

航班准点率*

85.10%

86.2%

*航班准点率是指在计划起飞时间 15 分钟内起飞的航班数量 (即航空业衡量准点率的一般标准)

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对公司 2014 年的运营表现和近期取得的成就感到
满意，并承诺 2015 年香港快运航空将竭尽所能，保持最高的安全评级，以及香港本土航空
公司中准点率的龙头地位。他表示：「我们致力于为旅客提供准点的航班运营服务，同时也
将安全视为重中之重。在竞争激烈的航空市场中，我们能够从众多竞争对手脱颖而出，取得
航班安全七星评级这一骄人成绩，这无疑是对公司本土团队的持续努力和辛勤工作的最高褒
奖。」
近期，香港快运航空还宣布将新增 18 班飞往日本、韩国、台湾、泰国和中国内地等多个目
的地的航班，为旅客在春节和复活节假期的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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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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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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