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Lands in Downtown Tokyo to Celebrate its
First Year Anniversary
Free ticket giveaway to most creative “cheering” photos!
(Hong Kong, 6 November, 2014)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 and only dedicated low
fare airline, today celebrated its first year of flights from Tokyo-Haneda to Hong Kong in a
fun and exciting way – by sharing the happy moment with Tokyo locals!
Cabin crew and pilots paraded through high traffic locations in Shinjuku and Omtesando,
inviting locals to join in the fun and have their pictures taken. Participants were then
encouraged to upload the images to their Twitter, tagging @HKExpress.jp and three
friends in the process. HK Express will choose the 10 most creative “cheering” photos and
each winner will be awarded a round trip ticket to Hong Kong!
Since beginning operations to Tokyo-Haneda last year, HK Express has been committed
to expanding their destination footprint to all regions of Japan. Recently the airline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add a second daily direct flight from Tokyo-Haneda to Hong Kong
from 16 November, in addition to a new direct flight from Tokyo-Narita, which will be
launched on 8 December. The addition of the new flights means that HK Express will fly to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metropolis three times per day.
The additional Tokyo flight servic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HK Express to
expand connectivity between Japan and Hong Kong, providing more schedule flexibility
and greater customer choi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Hong Kong and Tokyo Guests for having faith in us in our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As Hong Kong’s one-and-only low-fare airline,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safe, efficient and affordable travel throughout Asia,” said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of HK Express. “Being able to offer choice and flexibility with three
flights per day to Tokyo and Hong Kong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to bringing more
convenient, low-cost fares to the market,” Luke added.

Above: HK Express celebrated its first year of operations to Tokyo-Haneda at Shibuya
Scramble, one of Tokyo’s most popular 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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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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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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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陸東京鬧市慶祝東京-羽田航線開航一週年
邀請市民以最具創意的方式合照 有機會贏得免費機票
(香港，2014 年 11 月 6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以創新、有趣的方法慶祝其東京-羽田航線開航一週年。今日 HK Express 登陸東京鬧市與當
地市民一同分享這個喜悅時刻。
HK Express 的機師及機艙服務員一邊遊走東京的新宿及表參道大街，一邊邀請當地市民一
同拍照留念，與眾同樂。參與者只要將合照上傳至 twitter 並標籤@HKExpress.jp 及三位好
友，即有機會贏得免費機票。HK Express 將會從中選出10 張最具創意的合照 ，每位可獲
得免費香港來回東京的機票一張。
日本一直都是 HK Express 航線發展的重點市場，自東京-羽田航線去年 11 月啟航以來，HK
Express 不斷增加航點及班次。最近除了宣佈於 11 月 16 日起增加至每日兩班往來香港及東
京-羽田的航班，HK Express 亦公佈將由 12 月 8 日起新增每日一班往返日本東京-成田航
班。屆時，HK Express 將提供一日三班往返香港及東京的航班，為旅客帶來更便利、優惠
的選擇。
HK Express 的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我衷心感謝東京及香港旅客在過去一年對
HK Express 的支持。作為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HK Express 一直致力為
旅客提供舒適便捷的航班服務，不斷擴大廉游亞洲的版圖。」他補充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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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 HK Express 的機艙服務員在東京鬧市邀請當地市民一起拍照留念，與眾同樂。

上圖： HK Express 於人流最旺的東京涉谷慶祝其東京-羽田航線開航一週年。

資料查詢及機票預訂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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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個的熱門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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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登陆东京闹市庆祝东京-羽田航线开航一周年
邀请市民以最具创意的方式合照 有机会赢得免费机票

(中国‧2014 年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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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创新、有趣的方法庆祝其东京-羽田航线开航一周年。今日香港快运航空登
陆东京闹市与当地市民一同分享这个喜悦时刻。
香港快运航空的机师及机舱服务员一边游走东京的新宿及表参道大街，一边邀请当地市民一
同拍照留念，与众同乐。参与者只要将合照上传至 twitter 并卷标@HKExpress.jp 及三位好
友，即有机会赢得免费机票。香港快运航空将会从中选出 10 张最具创意的合照 ，每位可获
得免费香港来回东京的机票一张。
日本一直都是香港快运航空航线发展的重点市场，自东京-羽田航线去年 11 月启航以来，香
港快运航空不断增加航点及班次。最近除了宣布于 11 月 16 日起增加至每日两班往来香港
及东京-羽田的航班，香港快运航空亦公布将由 12 月 8 日起新增每日一班往返日本东京-成
田航班。届时，香港快运航空将提供一日三班往返香港及东京的航班，为旅客带来更便利、
优惠的选择。
香港快运航空的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表示：「我衷心感谢东京及香港旅客在过去一年
对香港快运航空的支持。作为唯一一家建基于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香港快运航空一直致
力为旅客提供舒适便捷的航班服务，不断扩大廉游亚洲的版图。」他补充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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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香港快运航空的机舱服务员在东京闹市邀请当地市民一起拍照留念，与众同乐。

上图：香港快运航空于人流最旺的东京涉谷庆祝其东京-羽田航线开航一周年。
数据查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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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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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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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