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Inaugural “ Zhengzhou to Hong Kong” flight takes off
(Zhengzhou, 29 September, 2014) HK Express’ first flight from Zhengzhou touched down
in Hong Kong on 26 September 2014, finally allowing Zhengzhou travelers a convenient
and affordable way to experience the wonders of Hong Kong and beyond!
With over 1 million visitors coming to Hong Kong from Henan Province every year, HK
Express anticipates that the opening of this route will further encourage Mainland travelers
to experience the convenient, reliable and world class of Hong Kong’s one and only
dedicated low fare airline.

Guests on this new route will now spend less than three hours

to travel between Zhengzhou and Hong Kong.
“When we consider the success of our Kunming and Ningbo routes, it’s clear to us that
potential abounds in facilitating transport to and from Mainland China,” said Jimmy Ma,
executive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HK Express. “By offering low-cost, safe and
comfortable transport between Mainland cities and Hong Kong for both tour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alike, we continue to prove our commitment to making travel affordable
and convenient for everyone.”
In celebration of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HK Express today announced promotional
fares to Hong Kong for as low as RMB80 yen one way.

For the next seven days, tickets

from Zhengzhou to Hong Kong will b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on hkexpress.com at this
amazing price from today till 30 September 2014 23:59h for travel between 27 September
2014 and 28 March 2015.

Zhengzhou (CGO) <> Hong Kong (HKG)
One-way
Fare*
Departure
Arrival
(RMB)

Flight

Route

UO1303

Zhengzhou
Hong Kong

Frequency

11:25

14:00

Tue, Thu, Sat

20:20

23:30

Wed, Fri

07:55

10:15

Tue, Thu, Sat

17:05

19:25

Wed, Fri

$80
UO1302

Hong Kong
Zhengzhou

Prices do not include taxes, fuel surcharges and other government imposed taxes and
fees
*

Above: HK Express’ Executive Chairman and President, Jimmy Ma announced the
amazing one-way fare with a group of Shaolin Kung Fu kids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4000 122 388, follow us on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Instagram: @HK_Expres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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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ability,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Currently HK Express flies to 14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即時發佈

長假出遊好去處 每人單程 80 元 全家一起飛香港
HK Express 鄭州航點 9 月 26 日正式開航
(鄭州.2014 年 9 月 29 日) 十一長假即將來臨之際，河南人民迎來了一個好消息：唯一一家
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HK Express 今天舉行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開通鄭州往返香
港航線，首趟航班將於 9 月 26 日飛抵鄭州。

自 2013 年 10 月 27 日成功轉型後，HK Express 一直致力於以相宜的票價、穩定的安全性
和業內領先的准點率，為中國及亞洲旅遊愛好者提供香港往來亞洲熱門城市之間的航線，航
點數目現已擴充至 14 個。繼開通昆明和寧波航點後，HK Express 又將航線拓展至中原地
區——鄭州。新航線開通後，從鄭州前往香港僅需兩個半小時，無疑為鄭州及周邊人民的長
假出行帶來了更豐富的選擇。

在開航新聞發佈會上，HK Express 執行董事長兼總裁馬志敏先生表示:「鄭州是繼昆明和寧
波之後，HK Express 在內地開設的第三個航點。成功進駐華中地區，標誌著我們在亞洲的
運營版圖進一步擴大。作為國內最重要的鐵路、航空、高速公路樞紐之一，未來,鄭州必將
成為我們在中原腹地的主要據點，為香港和華中地區間的商務人士及觀光遊客架起一座高效
便捷的空中橋樑，加快兩地交流的步伐。今後，我們還將進駐其他內地城市，讓更多旅客有
機會搭乘 HK Express，前往香港這座時尚之都，以相宜的票價享受國際一流的服務。」
河南省機場集團行銷副主任康淑霞女士表示:「HK Express 進駐鄭州充分迎合本地航空旅遊
市場的龐大需求。過去，從鄭州直飛香港的航班價格相對高昂，許多旅客不得不因此調整行
程或選擇其他交通方式。此次 HK Express 鄭州航線的開通，無疑為當地居民提供了一個物
美價廉的出行新選擇。鄭州目前正在加快推進航空經濟綜合實驗區的建設，相信在中央政府
的大力支援和 HK Express 等優秀企業的積極參與下，未來，鄭州的航空經濟必將繼續蓬勃
發展。」

自 9 月 26 日起，HK Express 每週將提供五班航班往返於鄭州與香港之間。為慶祝新航線
開通，HK Express 還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了首航優惠票價——由 9 月 26 日淩晨至 9 月 30

日晚上 11 時 59 分，預訂 2014 年 9 月 27 日至 2015 年 3 月 28 日間，由鄭州前往香港之單
程機票，優惠票價低至人民幣 80 元(此價格不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其他額外收費)。
鄭州往來香港航班時刻表:
鄭州 (CGO) <>香港 (HKG)
航班

UO1303

航線

單程票價*
(人民幣)

出發

到達

班次

11:25

14:00

星期二、四、六

20:20

23:30

星期三、五

07:55

10:15

星期二、四、六

17:05

19:25

星期三、五

鄭州香港
$80

UO1302

香港鄭州

* 此價格不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其他政府稅收或額外收費
如欲訂購機票或瞭解更多資訊,可流覽 HK Express 網頁 http://www.hkexpress.com、登入
HK Express 新浪微博專頁 weibo.com/hkexpress 或關注 HK Express 微信訂閱號。

圖片說明:HK Express 以香港人最愛的一盅兩件「點心」命名機隊,其中「燒賣」號和「蝦餃」
號已正式啟航。

圖片說明:HK Express 邀請最具中原特色的少林功夫為其揭開鄭州往返香港航線的首航優惠
價。圖為 HK Express 執行董事長兼總裁馬志敏先生與少林功夫小子共同揭開首航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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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內領先的准點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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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個的熱門旅行目的地，並計畫在不久的將來開闢更多新航
點。HK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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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发布

长假出游好去处 每人单程 80 元 全家一起飞香港
香港快运航空郑州航点 9 月 26 日正式开航
(郑州．2014 年 9 月 29 日) 十一长假即将来临之际，河南人民迎来了一个好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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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
宣布开通郑州往返香港航线，首趟航班将于 9 月 26 日飞抵郑州。

自 2013 年 10 月 27 日成功转型后，香港快运航空一直致力于以相宜的票价、稳定的安全性
和业内领先的准点率，为中国及亚洲旅游爱好者提供香港往来亚洲热门城市之间的航线，航
点数目现已扩充至 14 个。继开通昆明和宁波航点后，香港快运航空又将航线拓展至中原地
区——郑州。新航线开通后，从郑州前往香港仅需两个半小时，无疑为郑州及周边人民的长
假出行带来了更丰富的选择。

在开航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快运航空执行董事长兼总裁马志敏先生表示：「郑州是继昆明和
宁波之后，香港快运航空在内地开设的第三个航点。成功进驻华中地区，标志着我们在亚洲
的运营版图进一步扩大。作为国内最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枢纽之一，未来，郑州必
将成为我们在中原腹地的主要据点，为香港和华中地区间的商务人士及观光游客架起一座高
效便捷的空中桥梁，加快两地交流的步伐。今后，我们还将进驻其他内地城市，让更多旅客
有机会搭乘香港快运航空，前往香港这座时尚之都，以相宜的票价享受国际一流的服务。」
河南省机场集团营销副主任康淑霞女士表示：「香港快运航空进驻郑州充分迎合本地航空旅
游市场的庞大需求。过去，从郑州直飞香港的航班价格相对高昂，许多旅客不得不因此调整
行程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此次香港快运航空郑州航线的开通，无疑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
物美价廉的出行新选择。郑州目前正在加快推进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相信在中央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香港快运航空等优秀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未来，郑州的航空经济必将继续蓬
勃发展。」

自 9 月 26 日起，香港快运航空每周将提供五班航班往返于郑州与香港之间。为庆祝新航线
开通，香港快运航空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首航优惠票价——由 9 月 26 日凌晨至 9 月 30
日晚上 11 时 59 分，预订 2014 年 9 月 27 日至 2015 年 3 月 28 日间，由郑州前往香港之单
程机票，优惠票价低至人民币 80 元（此价格不包含机场税、燃油附加费及其他额外收费）。
郑州往来香港航班时刻表：
郑州 (CGO) <>香港 (HKG)
航班

UO1303

航线

单程票价*
(人民币)

出发

到达

班次

11:25

14:00

星期二、四、六

20:20

23:30

星期三、五

07:55

10:15

星期二、四、六

17:05

19:25

星期三、五

郑州香港
$80

UO1302

香港郑州

* 此价格不包含机场税、燃油附加费及其他政府税收或额外收费
如欲订购机票或了解更多信息，可浏览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http://www.hkexpress.com、登入
香港快运航空新浪微博专页 weibo.com/hkexpress 或关注香港快运航空微信订阅号。

图片说明：香港快运航空以香港人最爱的一盅两件「点心」命名机队，其中「烧卖」号和
「虾饺」号已正式启航。

图片说明：香港快运航空邀请最具中原特色的少林功夫为其揭开郑州往返香港航线的首航优
惠价。图为香港快运航空执行董事长兼总裁马志敏先生与少林功夫小子共同揭开首航优惠价。
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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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Express 的出现为香港及亚洲地区的航空市场带来全新气象。目前，
HK Express 的航点覆盖亚洲 14 个的热门旅行目的地，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辟更多新航
点。HK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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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