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ediate Release

Discounted Kyushu Rail Passes for Sale on HK Express
Guests can now enjoy the convenience and affordable option to travel around Kyushu region

Hong Kong, 4 February 2015
HK Express announced its collaboration with JR
Kyushu Railway Company to offer discounted rail tickets for sale onboar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o offer discounted JR passes to onboard travelers, HK Express further
reinforces it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its Guests a truly comprehensive “low-fare” travel
experience.
The Kyushu Rail Pass by JR Kyushu is a rail pass for exclusive use by foreign visitors to
Japan, providing unlimited travel on JR trains on the island of Kyushu (except Sanyo
Shinkansen) for three or five consecutive days. Four types of passes, which are
exclusively available for purchase onboard HK Express’ daily flights to Japan, allow
Guests a convenient, flexible and highly affordable option to travel in the Kyushu region.
Types of Tickets
Northern Kyushu 3-day Pass
Northern Kyushu 5-day Pass
All Kyushu 3-day Pass
All Kyushu 5-day Pass

Normal Price
(JPY)
7,200
9,260
14,400
17,490

HK Express Special Price
(HKD)
440
565
880
1,070

Pass holders are eligible to ride on both reserved and non-reserved seats on a unlimited
basis, including all trains along the Kyushu Shinkansen (Fukuoka-Kagoshima) and limited
express trains, but excluding the Sanyo Shinkansen (Fukuoka-Osaka, operated by JR
West). The Northern Kyushu version of the pass is not valid south of Oita and Kumamoto.
HK Express, Hong Kong’s one-and-only low-fare airline currently flies to 15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wo new routes: Da Nang, Vietnam and
Siem Reap, Cambodia which will commence operations on 1 April 2015 and 1 October
2015 respectivel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scounted Kyushu Rail Pass, Guests can check out the
Express Tickets Menu placed in the inflight seat pocket or ask the onboard cabin crew for
details.

Above: JR Kyushu Pass holders are eligible to ride on both reserved and non-reserved seats on a
unlimited basis, including all trains along the Kyushu Shinkansen (Fukuoka-Kagoshima)
and limited express trains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follow us on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Instagram: @HK_Express, Instagram:
@HK_Express, or refer to our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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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Currently
HK Express flies to 15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The 16th destination Da Nang will commence
on 1 April 2015, 17th destination Siem Reap will commence on 1 October 2015), with a commitment to
opening more exciting routes in the near future.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機上銷售優惠 JR 九州周遊券
方便旅客以更優惠、靈活的方式暢遊日本九州

(香港，2015 年 2 月 4 日) 本地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HK Express 宣佈與
九州旅客鐵道株式會社合作，在 HK Express 的航班上銷售優惠車票，成為首家於航機上銷
售 JR 九州周遊券的航空公司。此次合作彰顯了 HK Express 致力於為旅客提供「從天上到
地下」的全方位廉遊體驗。
「JR 九州周遊券」主要為到訪日本的旅客而設，提供連續三天或五天無限次搭乘貫通日本
九州地區 (山陽新幹線除外) 的列車服務。目前在 HK Express 每天飛往日本的 54 班航機上
共發售四種車票，為旅客遊覽九州提供方便、靈活及優惠的選擇。

票類

官方價格
(日元)

HK Express 機上優惠價
(港幣)

北部九州三天票

7,200

440

北部九州五天票

9,260

565

全九州三天票

14,400

880

全九州五天票

17,490

1,070

持有周遊劵的旅客可不限次數在九州搭乘由九州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營運之火車，包括九州新
幹線 (往來福岡至鹿兒島) 和特急列車，但不包括山陽新幹線 (由 JR 西日本鐵路營運往來
福岡至大阪的路線)。同時，持劵人可享普通車的指定席及自由席座位。北部九州周遊券適
用於大分及熊本以北的區域。
目前，HK Express 的航點網路已覆蓋亞洲 15 個熱門旅行目的地，並早前宣佈推出兩條新
航線——越南峴港及柬埔寨暹粒，將分別於 4 月 1 日及 10 月 1 日啟航。
如需獲得更多資訊，旅客可參閱班機上座位前的 Express 門票指南或向機艙服務員查詢。

上圖：持有「JR 九州周遊券」的旅客可不限次數在九州搭乘由九州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營運之火車，
包括九州新幹線 (往來福岡至鹿兒島) 和特急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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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航班準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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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個的熱門城市 (第 16 個航點峴港將於 2015 年 4 月 1 日啟航，以及第
17 個航點暹粒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啟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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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机上销售优惠 JR 九州周游券
方便旅客以更优惠、灵活的方式畅游日本九州岛
(中国，2015 年 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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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与九州旅客铁道株式会社合作，在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班上销售优惠车票，成
为首家于航机上销售 JR 九州周游券的航空公司。此次合作彰显了香港快运航空致力于为旅
客提供「从天上到地下」的全方位廉游体验。
「JR 九州周游券」主要为到访日本的旅客而设，提供连续三天或五天无限次搭乘贯通日本
九州岛地区 (山阳新干线除外) 的列车服务。目前在香港快运航空每天飞往日本的 54 班航
机上共发售四种车票，为旅客游览九州岛提供方便、灵活及优惠的选择。

票类

官方价格
(日元)

香港快运航空机上优惠价
(港币)

北部九州三天票

7,200

440

北部九州五天票

9,260

565

全九州三天票

14,400

880

全九州五天票

17,490

1,070

持有周游劵的旅客可不限次数在九州岛搭乘由九州旅客铁道株式会社营运之火车，包括九州
新干线 (往来福冈至鹿儿岛) 和特急列车，但不包括山阳新干线 (由 JR 西日本铁路营运往
来福冈至大阪的路线)。同时，持劵人可享普通车的指定席及自由席座位。北部九州周游券
适用于大分及熊本以北的区域。
目前，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点网络已覆盖亚洲 15 个热门旅行目的地，并早前宣布推出两条新
航线——越南岘港及柬埔寨暹粒，将分别于 4 月 1 日及 10 月 1 日启航。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旅客可参阅班机上座位前的 Express 门票指南或向机舱服务员查询。

上图:持有「JR 九州周游券」的旅客可不限次数在九州岛搭乘由九州旅客铁道株式会社营运
之火车，包括九州新干线 (往来福冈至鹿儿岛) 和特急列车。
如需预订机票或了解更多信息，敬请浏览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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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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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个航点岘港将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启航，以及第 17 个航点暹粒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启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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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