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Expands China Network with New Service to Wuxi
Opening the “Golden Yangtze Triangle” for unforgettable tours
Hong Kong, 9 February 2015 The megalopolis wonders of the Golden Yangtze
Triangle are now even easier to explore with the addition of Wuxi to the HK Express
route network.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xisting HK Express Ningbo route, the Wuxi route offers HK
Express Guests ultimate flexibility and convenience in planning a tour of one of world’s
most excit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gions.
At the confluence of som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waterways, Wuxi is a city
combining great natural beauty and energetic commerce. The city and its nearby
neighbours - Ningbo, Hangzhou and Changzhou are famed for their cuisine and
beautiful lakeside restaurants, while high-speed rail makes light work of traveling around
the region.
“Wuxi is already known as a top business destination from Hong Kong but leisure
travellers are now beginning to discover its delights,” said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for HK Express. “Our network in the area offers Guests an easy way to plan a
gourmet tour of the delightful Zhejia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for example, by using our
Hong Kong-Wuxi and Hong Kong-Ningbo routes,” Lovegrove said.

Flight

Hong Kong (HKG) <> Wuxi (WUX)
Route
Depart
Arrive

UO1360

Hong Kong  Wuxi

16:15

18:45

UO1361

Wuxi  Hong Kong

19:30

21:45

Frequency
Mon, Wed, Fri, Sun

*fare does not include government-imposed taxes and other charges

HK Express will open its seasonal summer service to Wuxi on 10 April, with four flights
every week on Mondays, Wednesdays, Fridays and Sun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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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Express will open its seasonal summer service to Wuxi on 10 April, with four
flights every week on Mondays, Wednesdays, Fridays and Sunda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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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Express flies to 18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Da Nang
in Vietnam (commencing 1 April); Wuxi in China (commencing 10 April)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Octo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推出新航點無錫 進一步擴大內地航線網絡
體驗難忘的長三角饕餮之旅
(香港， 2015 年 2 月 9 日) 本地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HK Express 宣
佈即將進駐內地的第四座城市——無錫。今後香港市民前往充滿活力的中國長三角地區將
更為便捷。
繼去年開通寧波航點後，香港-無錫航線的推出將讓 HK Express 的旅客更能靈活安排行
程，輕鬆探索長三角這一兼具經濟活力和文化底蘊的旅行目的地。
無錫是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樞，北倚長江，南瀕太湖，風景秀麗，經濟繁榮。無錫及周邊的
寧波、杭州、常州等城市都以精緻的蘇浙佳餚而聞名，許多餐廳臨湖而建，景色宜人。而
長三角地區發達的高鐵網絡更是令遊客能輕鬆穿行於各個城市間。
HK Express 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無錫是香港商務旅客最重要的目的地之
一，而無錫的休閒旅遊市場也日漸繁榮。借助 HK Express 現有的香港-寧波航線和即將
開辦的無錫航線，旅客將能輕鬆飛往浙江和江蘇省的各大城市，體驗一場難忘的美食饕餮
之旅。」

航班

香港 (HKG) <>無錫 (WUX)
航線
出發
到達

UO1360

香港 無錫

16:15

18:45

UO1361

無錫香港

19:30

21:45

班次
週一、週三、
週五、週日

*此價格不包含政府稅收、燃油附加費或額外收費。

由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HK Express 逢週一、三、五、日將提供每週四班航班往返香港
及無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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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HK Express 逢週一、三、五、日將提供每週四班航班往
返香港及無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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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個亞洲城市，包括早前宣佈即將推出三條新航線，包括越南峴港 (於 4 月 1 日啟航)、
中國無錫 (於 4 月 10 日啟航)，以及柬埔寨暹粒 (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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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快运航空宣布开通无锡航点
内地航点网络再添新「明珠」
无锡．2015 年 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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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即将进驻「太湖明珠」无锡，成为继昆明、宁波、郑州之后在内地的第四
个航点。
由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香港快运航空逢週一、三、五、日將提供每週四班往返無錫及
香港航班。
香港快运航空一直致力于提供稳定的安全性、相宜的票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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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个。无
锡新航线开通后，从无锡前往香港仅需两个半小时，无疑为无锡及周边人民的出行带来了
更丰富的选择。
香港快运航空的无锡航点开通后，无锡乃至整个苏南地区的旅客都能以更优惠的价格前往
香港，与迪斯尼的卡通明星狂欢，去临街的茶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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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更是可以轻松前往清迈、
普 吉 岛 、 暹 粒等东 南 亚 旅 游 胜地， 在 沙 滩 椰 风中享 受 美 好 假 期 。
香港快运航空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先生表示：「无锡凭借扎实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
地理环境，吸引着众多香港和海外企业前来投资，是香港商务旅客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地城
市。而近年来无锡及周边游客前往香港购物旅游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借助香港快运航空的
宁波-香港航线和即将开通的无锡航线，整个长三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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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WUX) <>香港(HKG)
航班

航线

出发

到达

班次

UO1361

无锡香港

19:30

21:45

周一、周三、

UO1360

香港 无锡

16:15

18:45

*此價格不包含政府稅收、燃油附加費或額外收費。

周五、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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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香港快运航空逢週一、三、五、日將提供每週四班往返無
錫及香港航班。
-完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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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Express 航点覆盖 18 个亚洲城市，包括即将推出三条新航线 - 越南岘
港 (于 4 月 1 日启航)、中国无锡 (于 4 月 10 日启航) ，以及柬埔寨暹粒 (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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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