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Launches Hong Kong to Tokyo-Narita Daily Services
Airline set to boost flights in 2015!
(Hong Kong, 10 December, 2014)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celebrated its inaugural flight launch from Hong Kong to Narita on 8
December. The launch of daily Hong Kong to Narita flights is in addition to the twice-daily
Hong Kong to Haneda flights, which have been operating successfully for over one year.
The new Tokyo-Narita flight servic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HK Express to
expand connectivity between Hong Kong and Japan, providing more schedule flexibility
and greater customer choice.
HK Express’ General Manager, Marketing & PR, Product & Ancillary Revenue Charles
Johnson said: “I’m positive that the Tokyo-Narita flight will prove popular and convenient
for our valued Guests, and act as a conduit to bring more Hong Kong tourists to Tokyo.
Being able to offer choice and flexibility for all travelers underlines our dedication to
bringing more convenient, low-fares to the market.” He said “Already, the new flights have
proven so popular that we’ve now added another five flights per week from February,
meaning 12 flights per week”.
Hong Kong (HKG) <> Tokyo - Narita (NRT) (local times)*
Flight

Route
Depart
Arrive
Frequency
Hong Kong >
UO628
13.45
18:55
Daily
Tokyo Narita
Tokyo Narita >
UO629
19.50
00:10+1
Daily
Hong Kong
*Please consult website for additional flights commencing 6th February 2015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at 3902 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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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s-

Pictured from left: Charles Johnson, General Manager, Marketing & PR, Product & Ancillary Revenue, HK
Express, Mr Makoto Natsume, CEO of Narita Airport and Mr Satoshi Kato,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 Tourism and kuntun graced Hong Kong to Tokyo-Narita inaugural flight ceremony

Charles Johnson, General Manager, Marketing & PR, Product & Ancillary Revenue of HK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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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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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r future.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東京-成田航線正式啟航
同時計劃 2015 年進一步增加航班班次
(香港，2014 年 12 月 10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早
前為其香港-東京成田航線舉行了首航慶祝儀式。此前，HK Express 提供每天兩班香港往返
東京-羽田的航班，運營一年多以來獲得了旅客的熱烈歡迎，如今東京-成田航線的啟航將使
HK Express 的東京航班增加至每天三班。
成田航線的開通標誌著 HK Express 取得了又一座里程碑，進一步拉近了香港和日本兩地的
聯繫，賦予旅客更豐富的選擇，方便他們靈活安排旅行計劃。
HK Express 市場及公關、產品及輔助收益總經理 Charles Johnson 表示：「我相信東京-成
田航線一定會大受歡迎，為我們的旅客帶來更便捷的旅遊選擇，同時也有助於推動香港和日
本旅遊市場的繁榮。HK Express 銳意為旅客提供更多、更靈活的航班選擇，這也彰顯了
HK Express 的服務理念，即提供輕鬆便捷、價格相宜的旅行服務。」他還表示，「新航班
已經獲得了市場的熱烈迴響，因此我們計劃從明年 2 月起再每星期增加 5 班航班，這意味著
香港往返東京-成田的航班將增加至每週 12 班。」
香港 (HKG) <> 東京-成田 (NRT) (當地時間)*
航班

航線

出發

抵達

班次

UO628

香港 > 東京-成田

13:45

18:55

每日

UO629

東京-成田>香港

19:50

00:10+1

每日

*關於 2015 年 2 月 6 日起新增的航班，請留意 HK Express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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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上圖從左至右: HK Express 市場及公關、產品及輔助收益總經理 Charles Johnson, 成田國際機場首席執行官
Satoshi Kato、日本土地、基礎設施、交通及旅遊部部長、以及吉祥物 kuntun 出席香港-東京成田航線的首航
儀式

上圖: HK Express 市場及公關、產品及輔助收益總經理 Charles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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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东京-成田航线正式开通
同时计划 2015 年进一步增加航班班次
(中国，2014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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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为其香港-东京成田航线举行了首航庆祝仪式。此前，香港快运航空提供
每天两班香港往返东京-羽田的航班，运营一年多以来获得了旅客的热烈欢迎，如今东京-成
田航线的启航将使香港快运航空的东京航班增加至每天三班。
成田航线的开通标志着香港快运航空取得了又一座里程碑，进一步拉近了香港和日本两地的
联系，赋予旅客更丰富的选择，方便他们灵活安排旅行计划。
香港快运航空市场及公关、产品及辅助收益总经理 Charles Johnson 表示:「我相信东京-成
田航线一定会大受欢迎，为我们的旅客带来更便捷的旅游选择，同时也有助于推动香港和日
本旅游市场的繁荣。香港快运航空锐意为旅客提供更多、更灵活的航班选择，这也彰显了香
港快运航空的服务理念，即提供轻松便捷、价格相宜的旅行服务。」他还表示，「新航班已
经获得了市场的热烈回响，因此我们计划从明年 2 月起再每星期增加 5 班航班，这意味着香
港往返东京-成田的航班将增加至每周 12 班。」
香港 (HKG) <> 东京- 成田 (NRT) (当地时间)*
航班

航线

出发

抵达

班次

UO628

香港 >东京-成田

13:45

18:55

每日

东京-成田>香港
UO629
19:50
00:10+1
*关于 2015 年 2 月 6 日起新增的航班，请留意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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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上图从左至右: 香港快运航空市场及公关、产品及辅助收益总经理 Charles Johnson，成田国际机场首席执行官
Satoshi Kato，日本土地、基础设施、交通及旅游部部长，以及吉祥物 kuntun 出席香港-东京成田航线的首航仪
式。

上图: 香港快运航空市场及公关、产品及辅助收益总经理 Charles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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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