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Further Expands its Mainland China Network
The Airline Plans New Routes to Yinchuan and Lanzhou
Hong Kong, 21 April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is
delighted to announce its newest destinations with the addition of Yinchuan and
Lanzhou in China to its route network.
Origin

Destination

Booking Period

Travel Period

Yinchuan

Available for sale on
www.hkexpress.com
now

5 May – 24 Oct
2015
10 Jun – 24 Oct
2015

Hong Kong
Lanzhou

One-way Fare
(HKD)*
From HKD 570*
From HKD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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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irline will start flying to Yinchuan and Lanzhou from 5 May and 10 June
respectively.
Yinchuan is a romantic city, steeped in culture and folklore. Featuring the famous
Western Xia tombs, the astonishing Sand Lake, as well as less-trodden parts of the
Great Wall, where the surrounding desert is a delight to explore. While it retains much of
its original charm and nomadic culture, adrenalin fanatics will find adventure sports such
as sand sledging offering new thrills!
Being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city of Gansu Province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is a
city famed for its rich history as a hub on the age-old Silk Road, while travellers today
are fond of its unique take on wonderful beef ramen, and the enticing Mogao Caves, a
system of underground grottoes housing almost 500 ancient temples
“We are excited to expand into northwest China, bringing the dreamy charm of nomadic
desert and Silk Road adventurous experience within easy low-fare reach of Hong Kong,”
said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of HK Express. “With the addition of
Yinchuan and Lanzhou to our network, HK Express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Asia’s must-see destinations.” added Lovegrove.

The HK Express China route map now includes cities and resorts of striking contrast,
including the spectacular mountain scenery of Huangshan, the “gourmet triangle” of
Ningbo, Huangshan and Wuxi in the northeast, as well as the southwestern “City of
Eternal Spring”, Kunming.
Hong Kong (HKG) <> Yinchuan (INC) (local times)
Flight

Route

Depart

Arrive

Frequency

UO2358

Hong Kong (HKG) > Yinchuan (INC)

17:15

20:55

UO2359

Yinchuan (INC) > Hong Kong (HKG)

21:45

01:20

Tuesdays,
Saturdays

Hong Kong (HKG) <> Lanzhou (LHW) (local times)
Flight

Route

Depart

Arrive

UO2355

Hong Kong (HKG) > Lanzhou (LHW)

13:45

16:50

UO2356

Lanzhou (LHW) > Hong Kong (HKG)

17:35

20:50

Frequency
Wednesdays

HK Express is currently on the 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 (IOSA) registry until
23 June 2016.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the airline’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52 3902 0288, follow us on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Twitter: HKExpress.jp or Instagram: @HK_Express.

Above: Guests can explore the charm of nomadic desert with
the additional of Yinchuan in China to HK Express network.

Above: HK Express brings the Silk Road adventurous experience to Guests with
adding Lanzhou in China to its route map.
-Ends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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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Express flies to 19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Yinchuan
in China (commencing 5 May), Lanzhou in China (commencing 10 June),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進一步擴大中國內地航點網路
新增銀川和蘭州航點
(香港，2015 年 4 月 21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宣佈

將進一步擴大中國內地航線佈局，即將推出銀川和蘭州兩大新航點。
出發地

目的地

訂票時間

銀川

即日起於
www.hkexpress.com
接受預訂

香港

旅行時間

單程票價
(港幣)*

2015 年 5 月 5 日
– 10 月 24 日

港幣 570 元起*

2015 年 6 月 10
日 – 10 月 24 日
*此價格不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以及其他政府稅收或額外收費。
蘭州

港幣 650 元起*

HK Express 計劃分別於 5 月 5 日及 6 月 10 日起開通香港-銀川及香港-蘭州直飛航班。
銀川是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首府，以浩瀚的沙漠和多彩的民俗風情而著稱。無論是充滿
傳奇色彩的西夏王陵，堪稱塞上江南的沙湖，或是保存完好的邊塞長城，都使銀川成為中
國西部最具魅力的旅遊目的地之一。銀川在保護原生態遊牧文化特色的同時，也擁有眾多
新奇刺激的運動項目，滑沙、騎駝等活動定能讓熱愛冒險的旅客興奮不已。
作為甘肅省省會的蘭州是中國西北最大的城市，亦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如今，旅
客們熱衷於前往蘭州品嘗美味地道的蘭州牛肉拉麵；或是到神秘古老的敦煌莫高窟，探索
令人歎為觀止的近 500 座地下古寺廟群。
HK Express 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開闢中國西北部市場，讓
更多香港旅客能夠以價格相宜的機票，輕鬆深入中國西北，體驗大漠風情和絲綢之路的傳
奇文化。銀川和蘭州航點的開通標誌著 HK Express 的航點版圖進一步擴大，進一步拉近
香港與亞洲眾多不容錯過的景點的距離。」
除此之外，HK Express 已進駐了中國東部的寧波、黃山和無錫以及西南地區的昆明。旅
客能夠輕鬆前往活力四射的長三角地區享受一場「饕餮盛宴」，登上黃山體驗雲海仙境，
或是在「春城」昆明享受迷人的自然風光。

香港 (HKG)<>銀川 (INC) (當地時間)
航班

航線

出發

到達

UO2358

香港 (HKG) >銀川 (INC)

17:15

20:55

UO2359

銀川 (INC) >香港 (HKG)

21:45

01:20

班次
週二、週六

香港(HKG)<> 蘭州(LHW)( 當地時間)
航班

航線

出發

到達

UO2355

香港(HKG) >蘭州(LHW)

13:45

16:50

UO2356

蘭州(LHW) >香港(HKG)

17:35

20:50

班次

週三

截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HK Express 持有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運行安全審計（IOSA）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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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通香港-銀川直飛航線後，旅客更輕易感受寧夏多彩的民俗風情。

上圖: 蘭州航點的開通讓 HK Express 的旅客體驗絲綢之路的傳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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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Express 航點覆蓋 19 個亞洲城市，包括即將推出四條新航線 – 中國銀川 (於 5 月
5 日啟航)、中國蘭州 (於 6 月 10 日啟航)、韓國濟州 (於 6 月 27 日啟航)以及柬埔寨暹粒
(於 9 月 1 日啟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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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亞洲的版圖。

实时发布

香港快运航空进新增银川和兰州航点
提供更便利优惠的航班服务前往香港

(中国，2015 年 4 月 21 日) 唯一一家香港本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香港快运航空 (HK
Express) 宣布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内地航线布局，即将推出银川和兰州两大新航点。
出发地

目的地

订票时间

香港

即日起于
www.hkexpress.com
接受预订

银川

出发时间

单程票价
(人民币)*

2015 年 5 月 5 日– 10
月 24 日

480 元起*

2015 年 6 月 10 日 –
10 月 24 日
*此价格不包含机场税、燃油附加费以及其他政府税收或额外收费。
兰州

540 元起*

香港快运航空计划分别于 5 月 5 日及 6 月 10 日起开通银川-香港及兰州-香港直飞航班。
银川和兰州两大新航点开通后，中国西北部的旅客都能以更优惠的价格飞往香港，与迪士
尼的卡通明星狂欢，去大街小巷的茶楼体验地道的港式点心，或是到太平山顶欣赏无敌夜
景。而通过香港快运航空庞大的亚洲航点网络，旅客们更是可以轻松前往清迈、岘港、暹
粒等东南亚旅游胜地，既满足了购物狂们的血拼热情，又能与家人朋友在沙滩椰风中享受
美好假期。
香港快运航空执行董事长兼总裁马志敏先生表示:「我们很高兴将银川和兰州增加至香港
快运航空的航点网络中，让更多旅客都将能轻松飞往香港这座活力之都，以优惠的价格体
验一场难忘的购物、美食、休闲之旅。而且，旅客能透过我们的航点网络在香港轻松中转
至东南亚城市，将有助拉近内地城市与亚洲众多不容错过的景点的距离。随着我们的机队
不断扩大，相信很快会再推出新航点与大家见面。」
除此之外，香港快运航空目前已进驻了中国东部的宁波、黄山和无锡以及西南地区的昆明。

香港 (HKG) <> 银川 (INC) (当地时间)
航班

航线

出发

到达

UO2358

香港 (HKG) >银川 (INC)

17:15

20:55

UO2359

银川(INC) >香港 (HKG)

21:45

01:20

班次
周二、周六

香港(HKG) <> 兰州(LHW) (当地时间)
航班

航线

出发

到达

UO2355

香港(HKG) >兰州 (LHW)

13:45

16:50

UO2356

兰州 (LHW) >香港(HKG)

17:35

20:50

班次
周三

截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香港快运航空持有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运行安全审计(IOSA)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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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 香港快运航空开通香港-银川直飞航线后，旅客更轻易感受宁夏多彩的民俗风情。

上图: 兰州航点的开通让香港快运航空的旅客体验丝绸之路的传奇文化。
-完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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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准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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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快运航空航点覆盖
19 个亚洲城市，包括即将推出四条新航线 – 中国银川 (于 5 月 5 日
启航)、中国兰州 (于 6 月 10 日启航)、韩国济州 (于 6 月 27 日启航)，
以及柬埔寨暹粒 (于 9 月 1 日启航)。香港快运航空致力于为每一位旅
客提供舒适便捷的航班服务，扩大廉游亚洲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