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boosts low-fare options to Japan and other top
Asian destinations with 18 additional weekly flights
Enjoy a cherry blossom Easter in Japan, or Chinese New Year eating and shopping in
Korea, Taiwan, Thailand and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7 January 2015) With Chinese New Year and Easter just around the
corner, HK Express is adding 18 weekly flights to popular destinations in Japan, Korea,
Taiwan, Thailand and Mainland China, offering a wealth of new options to its guests.
From early February, five weekly flights will be added to the HK Express Tokyo-Narita
and Seoul-Incheon routes, with an additional four weekly flights to Taichung and three
weekly flights to Ningbo. Meanwhile one additional weekly flight has been added to the
Chiang Mai route effective mid-December 2014.
“Th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s amongst Hong Kong people,” said
HK Express Deputy CEO Andrew Cowen.
“It is clear to us people want low-fare
options to these destinations, particularly Japan, and we are excited to offer our Guests
these additional flights in time for Chinese New Year and Easter.”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low fare carrier, now offers 54 low-cost flights
to Japan every week (including 12 to Tokyo-Narita), as well as 19 weekly flights to
Seoul-Incheon, 18 to Taichung, five to Chiang Mai and ten to Ningbo.
The additional Chiang Mai flights began on 15 December. The Seoul-Incheon flights will
run from 5 February 2015, Tokyo-Narita from 6 February 2015, Ningbo from 8 February
2015 and Taichung from 9 February 2015.
For the schedule and flight times of HK Express,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enus/plan/timetable.aspx.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the airline’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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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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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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每週 18 班新航班
為亞洲熱門目的地提供更多航班選擇

(香港，2015 年 1 月 7 日) 農曆新年和復活節假期臨近之際，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
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宣佈將新增 18 班飛往亞洲熱門目的地航班，方便旅客選擇
復活節去日本賞櫻，農曆新年去韓國、台灣、泰國和中國內地享受美食、盡情購物！
自 2 月初起，HK Express 每週將增加 5 班香港往返東京-成田及首爾-仁川的航班；台中
及寧波的航班每週也將分別增加 4 班及 3 班。此外，HK Express 已於去年 12 月中旬增
加了每週 1 班飛往清邁的航班。
HK Express 行政副總裁 Andrew Cowen 表示：「無論是日本、韓國、台灣、泰國都是其
中最受香港市民歡迎的亞洲旅行目的地。顯然，大家希望以更相宜的價格前往旅遊，尤其
是日本的城市。因此我們在農曆新年和復活節假期前增加了班次。」
目前，HK Express 每週提供 54 班前往日本的航班 (其中包括 12 班飛往東京-成田的航
班) ，19 班飛往首爾-仁川的航班，18 班台中航班、5 班清邁航班以及 10 班寧波航班。
新增的清邁航班已於去年 12 月 15 日推出。飛往首爾-仁川及東京-成田的新航班將分別於
2 月 5 日及 6 日推出；而寧波和台中的新航班則分別於 2 月 8 日和 9 日推出。
請登入 www.hkexpress.com/zh-hk/plan/timetables.aspx 查閱 HK Express 最新的航班時
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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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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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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新增每周 18 班新航班
为亚洲热门目的地提供更多航班选择
(中国，2015 年 1 月 7 日) 农历新年和复活节假期临近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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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将新增 18 班飞往亚洲热门目的地航班，方
便旅客选择复活节去日本赏樱，农历新年去韩国、台湾、泰国享受美食、尽情购物！
自 2 月初起，香港快运航空每周将增加 5 班香港往返东京-成田及首尔-仁川的航班；台中
及宁波的航班每周也将分别增加 4 班及 3 班。此外，香港快运航空已于去年 12 月中旬增
加了每周 1 班飞往清迈的航班。
香港快运航空行政副总裁 Andrew Cowen 表示：「无论是日本、韩国、台湾、泰国都是
其中最受欢迎的亚洲旅行目的地。显然，大家希望以更相宜的价格前往旅游，尤其是日本
的城市。因此我们在农历新年和复活节假期前增加了班次。」
目前，香港快运航空每周提供 54 班前往日本的航班 (其中包括 12 班飞往东京-成田的航
班) ，19 班飞往首尔-仁川的航班,18 班台中航班、5 班清迈航班以及 10 班宁波航班。
新增的清迈航班已于去年 12 月 15 日推出。飞往首尔-仁川及东京-成田的新航班将分别于
2 月 5 日及 6 日推出；而宁波和台中的新航班则分别于 2 月 8 日和 9 日推出。
请登入 www.hkexpress.com/zh-cn/plan/timetables.aspx 查阅香港快运航空最新的航班时

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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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