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Launches Christmas Sale
Fares starting from HKD5 for all destinations
(Hong Kong, 15 December 2014)
Just in time for Christmas,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launches their annual sale, with fares
starting from as low as HK$5, a perfect gift for friends or family to explore over 14
destinations across Asia.
The airline’s annual Christmas sale begins on16 December through 11:59pm on 23
December for travel beginning 1 January 2015 through 24 October 2015.
Focusing on safety, low-fares and on-time performance,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The airline provides low-fare travel to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the newly launched route to Tokyo-Narita.
Promotion
Period

Travel Period

Departure

Destination

Promotion Fare
(One-way)*

Tokyo- Haneda
Tokyo-Narita
Fukuoka
Nagoya
Osaka-Kansai
Seoul-Incheon
16 Dec (00:00) – 1 Jan 2015 –
Busan
23 Dec (23:59)
24 Oct 2015
Hong Kong
HKD5
Taichung
Chiang Mai
Phuket
Penang
Ningbo
Kunming
Zhengzhou
* Prices do not include taxes, fuel surcharges and other government imposed taxes and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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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ly launched dim sum themed aircraft, Cha Siu Baau, has joined the other eight
aircraft in flying to 14 destinations in Asia.

-

E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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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推出聖誕震撼優惠
所有航點單程票價低至港幣$5 起
(香港， 2014 年 12 月 15 日) 本地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HK Express
推出聖誕震撼優惠，所有 14 個亞洲熱門航點的單程票價低至港幣$5*，這無疑是送給親
朋好友一份既特別且別出心裁的聖誕禮物。
HK Express 推出的聖誕機票優惠由 12 月 16 日起至 12 月 23 日晚上 11 時 59 分，旅遊日
期橫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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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氣象。目前，HK Express 航線覆蓋多個亞洲城市，包括最新推出
的日本東京-成田。
銷售日期

12 月 16 日凌晨
至
12 月 23 日晚上
11 時 59 分

旅遊日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4 日

* 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其他額外收費

出發地

航點

香港

東京-羽田
東京-成田
福岡
名古屋
大阪-關西
首爾-仁川
釜山
台中
清邁
布吉
檳城
寧波
昆明
鄭州

單程優惠票價
(港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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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推出的「叉燒包」將與其他八架飛機一起飛往亞洲 14 個熱門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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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推出圣诞震撼优惠
所有航点单程票价低至港币$5起
(中国， 2014 年 12 月 15 日) 本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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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圣诞震撼优惠，所有 14 个亚洲热门航点的单程票价低至港币$5*，这
无疑是送给亲朋好友一份既特别且别出心裁的圣诞礼物。
香港快运航空推出的圣诞机票优惠由 12 月 16 日起至 12 月 23 日晚上 11 时 59 分，旅游
日期横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4 日。
凭借稳定的安全性、相宜的票价和业内领先的准点率，HK Express 的出现为香港及亚洲
地区的航空市场带来新气象。目前，HK Express 航线覆盖多个亚洲城市，包括最新推出
的日本东京-成田。
销售日期

12 月 16 日凌晨
至
12 月 23 日晚上
11 时 59 分

旅游日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4 日

* 不包括机场税、燃油附加费及其他额外收费

出发地

航点

单程优惠票价 (港币)*

香港

东京-羽田
东京-成田
福冈
名古屋
大阪-关西
首尔-仁川
釜山
台中
清迈
普吉岛
槟城
宁波
昆明
郑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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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HK Express 全新推出的「叉燒包」將與其他八架飛機一起飛往亞洲 14 個熱門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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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