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點睇

鄭先生：平時
4個多小時已
可返回恩平，
估計今次可能
要 10 多個小
時，希望塞車
不會塞太久。

陳先生：早已
購買車票回鄉
與家人過中秋
節，所以就算
可 能 遇 上 塞
車，也會繼續
行程。

吳女士：家人
怕塞車已經取
消回鄉探親行
程，我唯有自
己去，已預備
餅乾及麵包在
塞車時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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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周尾日 隨時大塞車
跨境巴業界：同時回程難負荷 外遊者宜早一兩日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

十一黃金周長假期開始，廣東省多

條高速公路出現大塞車情況，令交

通陷入癱瘓。有跨境直通巴士業內

人士指出，前日由香港關口前往廣

州，最長需時18小時，全日有逾200

班即近90%由香港出發往內地的班

次需取消，令巴士公司蒙受嚴重損

失。他又指，昨日交通情況已有改

善，但因黃金周最後一天（10月8

日）會有大量旅客同時回程，或再

造成大擠塞，呼籲外遊市民提早一

兩日回港。

「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發言人陳
宗彜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廣東省多條高速公路前日塞車情況
嚴重，廣深高速公路曾出現長達25公里
的車龍，逾200班即近90%由香港出發
往內地的巴士班次需取消。
他表示，由香港關口前往廣州，最長
需時達18小時，前往新會亦需16.5小
時，平日到佛山三水只需3小時，更有
班次需時長達20.5小時，已遠遠超出司
機的負荷。
而其公司前日取消多班直通巴士，虧

損嚴重，更要派車到高速公路接回滯留
在半途的乘客。

他認為，今年塞車特別嚴重，相信與
超級黃金周有關，令大眾集中在同一段
時間出行。

國慶免路費「車滿為患」
而從衛星圖片所見，高速公路上大

部分是私家車，可見內地私家車增長
數目驚人，加上國慶期間有免路費的
國策，可減免逾200元路費，更鼓勵
大量擁有私家車的中產人士，選行高
速公路。
他指出，由於前日塞車情況已被廣

泛報道，很多人選擇不駕車外遊，大
塞車於昨日凌晨 2 時開始有紓緩跡

象，原定昨晨出發的直通巴士已可正
常開出。
他又估計，黃金周最後一日或有大

量旅客在同一時間回程，或再造成大
擠塞，故呼籲外遊市民提早一兩日回
港。
港粵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張劍平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示，昨日交通情況已有改
善，南下的塞車時間比預期短，全日有
約3萬人次乘坐直通巴士來港。
他又指，南行來港的乘客中，近80%

是要趕及今日上班的港人，故公司昨日
如常安排直通巴士前往內地，對南行路
線的影響不大。

姚思榮促內地檢討通報制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在電台節目

中指出，內地有需要檢討如何讓車輛不
要集中在同一時段出發，亦應改善擠塞
情況嚴重時的通報機制，以改善塞車問
題。他又建議內地檢討國慶假期免收高
速公路路費的政策。
他估計，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明年

黃金周北上的交通情況會有改善。
他又指，黃金周的內地來港旅客主要

來自北方，他們多乘飛機到深圳再轉鐵
路來港，相信大塞車對黃金周南行來港
旅客的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郭若
溪 深圳報道）內地「超級黃金周」出
行高峰仍在持續。此前受廣深高速大面
積擁堵影響，多間粵港跨境巴士公司取
消部分班次。多間巴士公司昨日表示，
香港往返珠三角班次恢復正常，但值香
港假期結束，昨日下午由廣州、佛山等
地返回香港的車票售罄。
永東巴士集團表示，假期首日從廣州

往返的大部分班次都堵在路上只能取

消，昨日則所有班次恢復正常，但由珠
三角返回香港出現高峰，廣州佛山車票
全部售罄。今天上午的車票亦十分緊
張，僅有少數位置。
中港通集團亦表示，昨日所有班次恢

復正常，今天上午珠三角返回香港的車
次一票難求。雖然虎門大橋仍有一段交
通管制，但司機會視乎路況選擇其他路
線，班次仍會正常運營。
昨日廣東大部分高速尤其是往北方

向，仍有擁堵情況。廣深高速在假日首
日出現的大面積擁堵情況有所緩解，但
虎門大橋往廣州方向長安至虎門路段仍
出現擁堵情況，車輛需慢行。廣州環城
高速、廣河高速等路段也有車隊大排長
龍。
深圳方面，昨日中午因前往東部景區

車流量大，導致深鹽二通道從大梅沙路
段排至羅沙路，交通持續擁堵，交警一
度對羅沙路深鹽二通道入口進行交通管
制。從羅湖區出發返回潮州老家的黃先
生表示，長假正逢中秋佳節，今年擁堵

情況比往年更加嚴重，平時10多分鐘的
路程，昨天走了逾兩個小時，仍未上高
速，返鄉路漫漫。
在深圳機場碼頭，今年8月新開通的

深中「水上巴士」吸引了超千名旅客體
驗，面對深圳周邊多條高速大排長龍的
堵車狀況，船班的方便快捷和準點吸引
了不少旅客改選「水路」，避開陸路交
通擁堵，多條水上航線客流均有明顯增
長。國慶黃金周首日，深圳機場、碼頭
各條航線旅客累計達5,135人，創下單
日客流新高。

跨境巴返港 一票難求

廣東省多條高速公路日前出現嚴重塞
車，令大批旅客的行程受影響。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到太子的直通巴士站查
察，不少直通巴士班次如常開出，也有
多名乘客候車。他們多表示因需回鄉探
親或有要事需返回內地處理，就算塞車
也會繼續行程，但已做足準備，帶備乾
糧及飲品在遇上塞車時充飢。
吳女士昨日準備乘搭下午4時許開出的直
通巴士前往恩平探親及歡度中秋。她表示，
本來有親友同行，但因恐塞車情況仍嚴重，
親友決定取消行程，她唯有獨自出發。雖然
她也擔心不知塞車會塞多久，但也沒有辦
法，並早已做足準備，購買了餅乾、麵包及
樽裝水，以備在塞車時食用。
伍先生和朋友們已在香港遊玩一星期，他

表示，由於有要事需返回恩平辦理，因此就
算可能遇上大塞車，也沒有考慮延遲離港，
會依照原定行程於昨日乘直通巴士離開。
他們暫時未購買食物，但會在過關時於關

閘的店舖購買，以備不時之需。
何先生表示，他本來乘搭下午3時半開出
的直通巴士前往順德，惟到達後發現巴士需
待傍晚才開出，由於擔心內地路面狹窄，在
黑夜行車會較為危險，因此決定取消行程及
要求退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廉航香港快
運因後補機組人員不足，臨時取消十一黃金
周期間共18班航班，令2,070名乘客受影
響。工會批評香港快運長期人手短缺，形容
情況是「10個桶5個蓋」，今次事件更令香
港機場的聲譽受損。民航處直指香港快運在
旅遊高峰期取消航班並不尋常，亦不理想，
惟懲處方面，需視乎香港快運稍後提交的報
告再決定。
工聯會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張樞宏
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香港快運人

手一直不足，工作環境惡劣，他引述該公司
員工指出，曾有機組人員前往上堂受訓時，
「要拖埋個喼去」，未完成課堂便要離開上
機工作，令員工工作壓力極大。

工會促民航處檢討監管機制
他又認為，今次事件已令香港機場的聲譽

受損，擔心旅客會轉用珠江三角洲其他機
場，又指民航處對事件責無旁貸，必須好好
反省，檢討監管航空公司的機制。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同樣指香港快運長期

人手短缺，機組人員數量只剛好符合最低標
準，形容是「10個桶5個蓋」，員工除會被
要求取消休息日，在完成原定工作後隨即被
要求到另一班航班工作，事前沒有通知。工
會認為，4名安全訓練人員離職，只是事件
的觸發點，香港快運應一早預視到情況，在
他們離職後即作好準備。
民航處助理處長岑毓麟在節目中回應指，

手上暫時沒有相關資料，不知道香港快運有
沒有申請延遲周年考核。他表示，民航處於
上周四收到香港快運取消航班通知，已即時

與對方聯絡。以往香港快運若有關於航班的
改動，都有恒常通知民航處，如改動航班編
號、時間、轉動機種和機型等。
他形容，香港快運在旅遊高峰期取消航班

是不尋常動作，情況亦不理想。
至於民航處會否作出懲處，他沒有正面回

應，只表示會視乎香港快運稍後提交的報告
再作決定，已要求香港快運一星期內提交報
告。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在電台節目表示，收

到約5宗涉及香港快運的投訴，主要投訴未

能成功致電客戶服務熱線。而航空業整體每
年約有700宗至800宗投訴，傳統航空公司
及廉航各佔一半，涉及取消航班、機位超賣
及客戶服務態度差劣等。
她又指，事件反映香港快運警覺性不足、

處理緩慢，通知乘客的時間太倉促，認為監
管方面需作檢討。
她又建議乘客購買合適旅遊保險，並仔細

研究條款的承包範圍，例如有保險只承包涉
及天氣因素的航班調動，若涉人為便不會賠
償。

員工拖喼受訓即上機 快運「十桶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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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的跨境直通巴士站運作正常太子的跨境直通巴士站運作正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攝攝

■■廣東高速公路曾出現廣東高速公路曾出現139139
個行車緩慢或擁堵點個行車緩慢或擁堵點。。

■■途人在高速公路上途人在高速公路上
邊吃飯邊等待行車邊吃飯邊等待行車。。

今年國慶黃金周內地訪港旅行團較去年大增五
六成，消費亦見疏爽，顯示本港旅遊業持續復
甦，情況令人欣慰。旅遊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之
一，近年由於政治爭拗等各種原因一度陷入衰
退，對本港經濟造成一定影響。香港旅遊業擁有
獨特優勢，理應打好這張牌，為社會創造出更大
價值。首先要珍惜固有優勢，不要再出現趕客行
為，創造令遊客賓至如歸的環境；其次是善用優
勢，保持優質服務和良好誠信，吸引遊客再三光
臨；最後是增強優勢，完善旅遊設施，加強宣傳
推介，令香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地
位。

今年國慶連帶中秋，造就8天超級黃金周，刺
激內地市民外遊消費。不少人放棄近年熱門的日
本及韓國等地旅遊，重投香港懷抱。有本地旅行
社表示，今年黃金周平均每日有250團至300團
訪港，較去年同期增加五六成。由於今年人民幣
顯著升值，來港購物更具吸引力，大大刺激內地
旅客消費意慾，令國慶黃金周市道旺丁又旺財，
一掃近年頹風。此外，旅發局日前公佈，今年首
8個月整體訪港旅客升1.9%，其中過夜旅客更大
升 4.5%，內地客的增幅均較非內地客更為顯
著，數據充分顯示內地客對本港旅遊業復甦的重
要性。

面對周邊的激烈競爭，本港旅遊業不能因一時
好轉而自滿，更不能故態復萌，相反更應吸取以
往教訓，保持憂患意識，務求令旅遊業的發展更
上層樓。首先，珍惜固有優勢，必須禮貌待客，
重振好客之道。近年激進「本土主義」分子發動
一系列針對內地遊客的禍港行動，讓香港多年辛

苦經營的「好客之都」形象受損，令不少內地旅
客望港卻步。擦亮香港「好客之都」的金漆招
牌，挽回遊客對香港旅遊的信心，每一位市民責
無旁貸，應主動譴責、制止針對內地遊客的無禮
言行。同時，當局亦應準確評估旅遊服務的接待
能力，不應一味求量，以免本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受打擾。

其次是善用優勢，本港旅遊業一向以優質服務
和良好誠信著稱，「回頭客」不斷。前幾年由於
旅客大量增長，市場急速膨脹，難免有個別業界
害群之馬不擇手段，欺客牟利。強迫購物、以次
充好等欺詐旅客的現象一度大行其道，嚴重損害
旅客對來港旅遊、消費的信心。

面對遊客急增，本港亦沒有相應提升各種旅遊
服務的接待能力，導致景點、商場、酒店人滿為
患，遊客的服務體驗欠佳。政府和業界應對此高
度重視、加強監管，致力於保持優質旅遊服務，
努力提升旅遊業的接待能力，以免行業復甦後遊
客一多，各種弊端又重現。

最後是增強優勢，本港旅遊業要重拾升軌，需
要轉型升級，增加吸引力。面對內地旅客的結構
和消費模式改變，本港旅遊業需要朝產品多元化
及高增值的方向發展，包括開拓各類深度遊、特
色遊和盛事遊，增加新的大型旅遊設施。短期而
言，本港仍有許多獨特的人文及自然景觀，可以
顯示香港的獨特性，令香港繼續成為吸引內地旅
客的旅遊勝地，政府應加強旅遊推廣。面對周邊
掀起「搶中國遊客」大戰，香港旅遊業必須知恥
後勇、急起直追，使旅遊業再現輝煌、再上新台
階。

黃金周丁財兩旺 旅業優勢需珍惜善用
楊岳橋、朱凱廸等數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跑到

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出席論壇，以分享香港現
況、探討香港未來之名，行散播抹黑中央和特區
政府「威權管治」之實。反對派三番五次跑到海
外誣衊特區政府，充當「港獨」幫兇，在國際上
唱衰香港，企圖引入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目
的是搞亂香港，爭奪香港管治權，與李柱銘、陳
方安生等泛民過氣頭面人物告洋狀、哭秦庭的手
段如出一轍，結果也只能是自暴其醜，令廣大港
人更生厭惡。

人大釋法一錘定音處置宣誓風波，多名違法宣
誓者被法庭裁定宣誓無效、喪失議員資格，黃之
鋒等人暴力衝擊政府總部、包圍立法會，遭律政
司提出刑期覆核，被法庭改判入獄。這些案例彰
顯了香港依法辦事、違法必究的法治精神，有效
遏止了「港獨」的囂張氣焰，大快人心，獲得市
民普遍支持。

習近平主席親臨香港出席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
並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為香港發展指路引航、加油
鼓勁，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特首林鄭月娥和新一
屆特區政府上任後，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
現良好開局，如今香港社會人心更加思穩、思進，
出現積極向好的新氣象，絕大部分市民對「港獨」
零容忍，反中亂港的活動空間進一步被壓縮。此番
反對派議員為挽回劣勢，負隅頑抗，向外部勢力喊
冤求救，無非是其最常用、最廉價的伎倆。

反對派政客倫敦行，既是出席當地多家大學所辦
的論壇，又與英國外交部、保守黨議員、工黨議員
及智庫會面，與以往反對派政客外訪的套路大同小
異。他們也是包裝成「親身經歷」，向當地學生、

民眾、傳媒「講解」香港「日益嚴峻」的政治、法
治「危機」，向英國各界「道出」中央和香港政府
如何「打壓民主」、「箝制自由」，再通過當地個
別媒體的渲染，營造香港受到「威權管治」的假
象，在港英管治下「民主自由」的香港正在消失。
這些言論根本是罔顧事實，顛倒是非，甚至把「港
獨」視為「爭取民主自由」，只能說明反對派政客
為「港獨」塗脂抹粉，與「港獨」沆瀣一氣，為攻
擊中央和特區政府製造矛盾，無所不用其極。

香港回歸20年來，中央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
兩制」，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今年2月
份，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也承
認「一國兩制」運作良好。近日多個世界權威機
構的評級，香港再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
體，當中包含「安全度、結社和新聞言論自由」
的「人類自由指數」，香港也保持多年排名第
一。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香港處於所謂「威權
管治」，「民主自由遭打壓」，完全子虛烏有，
是反對派誤導國際社會、抹黑香港的欲加之罪。

「民主教父」李柱銘、「香港良心」陳方安生
以往屢屢跑到美英唱衰香港，結果適得其反，反
落得自取其辱。楊岳橋等人充其量只是李柱銘、
陳方安生的徒孫輩，其「國際影響力」微乎其
微。反對派政客屢向國際社會「解釋」香港真實
情況，欲招徠外部勢力干預，只能如幾個「碰壁
蒼蠅」嗡嗡叫，到頭來剩得幾聲抽泣。現在香港
風更清、氣更正、心更齊，特首林鄭月娥不久前
訪問倫敦獲得當地各界一致好評，便是明證。反
對派政客背逆民意，逆流而動，圖破壞香港良好
形勢，只能落得更加孤立境地。

反對派又到海外唱衰香港令人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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