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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首個開放日 兩天預計 4000 人
「試搭」

市民踴躍觀高鐵
力撐「一地兩檢」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馮健文 ) 港鐵昨日起
一連兩天在石崗列車停放處舉行高鐵列車開
放日，首次開放列車讓市民登車參觀，預計
兩日將接待約 4,000 市民。昨晨首批到訪車
廠參觀的專業團體代表及市民，均大讚高鐵
列車寬敞舒適，設備完善，將來都會選乘高
鐵來往香港及內地。受訪市民均支持在西九
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因可一次過辦妥通
關手續，旅程更方便快捷。

港鐵於昨日及今日舉辦高鐵列車開放日，兩日分
為 4 節，每節安排約 1,000 名已在社交網站登記

並取得入場券市民，登上其中 4 列列車各兩個車卡參
觀。現場又設有高鐵展覽、拍照留念區及多個攤位遊
戲，讓市民了解列車種類及最高行車速度等，玩遊戲
後可獲贈紀念品，場面熱鬧。

紛讚車廂先進 伸腳空間足夠
在公眾參觀前，港鐵安排傳媒及多個專業團體代表
先作預覽。英國特許建造學會(香港)司庫梁永達表
示，高鐵列車的車卡座位比內地的動車闊落，燈光又
柔和，十分舒適，且高鐵快捷，又不用如乘飛機般要
經過多重安檢，加上將來「一地兩檢」實施，乘客更
方便。
營運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主席湯國基亦支持「一地
兩檢」，因乘客不用下車過關，節省不少時間，旅程
更快捷。他又認為車廂硬件設施不俗，如有充電設施
很重要，可方便旅客。
明愛長者聯會正秘書馮興認為，「一地兩檢」對乘
客尤其長者更重要，因為可以一次過辦妥所有通關手
續，減少不便。他又讚賞車廂先進，腳部有充足伸展
空間，惟二等座設施較少和座椅稍硬，希望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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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為通關方便 不應糾纏政治
不少前來參觀市民亦撐「一地兩檢」。吳小姐表
示，若沒此安排，過關時要「出出入入」，十分不
便，現時深圳灣口岸也是「一地兩檢」，日後在西
九站實施，也不覺得有何不妥。她又認為列車寬敞
整潔。
黃先生亦表示，從市民角度，最主要是方便及有多
些選擇，不應理會政治問題，純粹以方便看，「一地
兩檢」實有必要實施，「上車前檢查就可以走人」。
他又認同車廂寬敞，只是座椅較硬，有如坐巴士。

發揮快捷功效 避免塞車之苦

熱水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港
鐵公司表示，高鐵工程已完成逾 95%，9
列列車已全部抵港，並以每小時 200 公里
速度進行跨境聯合測試，至今運作暢
順，未有大問題，高鐵明年第三季通車
的目標不變。港鐵亦會配合政府「一地
兩檢」安排，做好所有準備工作。

明年第三季通車目標不變

湯國基 (左)

港鐵總經理（高速鐵路）鄧維勇昨日在
高鐵列車開放日指出，高鐵9列列車已於2
個月前全部抵港，正在香港及內地段進行

行駛廣深港高

 & 鐵香港段的 9 列
高鐵列車，耗資

達 17.4 億元，由中車青島

李先生及莫小姐

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列車昨日首次公開讓
市民參觀，其中座位寬敞以
及備有充電設施，最受市民
讚賞。

王先生 (右)

梁永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

朱小姐

燈光及音響設施

車廂設有熒幕顯示屏

傷殘人士洗手間

9 列車抵港 測試暢順

座位寬 可充電 最受讚

李先生認為，高鐵必
須實施「一地兩檢」，
否則便會失去高鐵應有
的效能，希望有關問題
可盡快解決。同行的莫
小姐指高鐵方便快捷，
可以直接到達廣州，未
來有需要定會選搭。
朱小姐十分贊同「一
地兩檢」安排，尤其是
有大行李或帶同小朋友
乘搭會更方便。她又表
示，車廂座位舒適，又
可以 3 對 3 對坐，加上
可避開塞車，就算票價
高一點也會考慮乘搭。
王先生 6 年前中風，
需使用柺杖輔助，一年
會返廣州探親兩次。他
指高鐵比內地和諧號闊
落，日後乘搭時上落會
更方便，又讚賞洗手間
能配合其需要。他又表
明支持「一地兩檢」，
因為都是中國地方，不
應分香港還是內地。

充電插座在座椅下

每列8卡車廂 579座位

高鐵列車外觀呈流線型，
配以橙、紅、白三色，當高
速行駛時，有如一條三色飛
龍。每列列車共有 8 卡車
廂，首卡及尾卡為一等座，
共有 68 個座位，以 2+2 設
計，附有腳踏及車座靠背閱
讀燈。中間 6 卡是二等座，
共有 511 個座位，以 3+2 設
計，即全卡合共 579 座位，
另有2個輪椅使用空間。
車箱不設餐卡，但座椅前
均設有小餐枱，乘客可自行
帶備食物在車內食用，又可

聯調聯試，亦即在兩地進行聯合測試。
列車已按先後次序，以每小時 200 公里
速度，進行跨境動態測試，以調校好路
軌、列車供電系統、信號系統和通訊系
統等，確保通車時一切暢順。
他透露，列車測試運作暢順，暫時未
發現大問題，預計於本年底至明年第一
季完成測試，高鐵明年第三季通車的目
標不變。

西九站消防驗收逐步開始
西九龍站方面，鄧維勇指出，車站玻
璃幕牆已差不多完成安裝，正在車站頂

部安裝內外鋁製組件，室內裝修及屋宇
設備安裝工程亦已進行中。此外，車站
南邊已開始消防驗收工作，其他地方亦
已局部準備消防驗收。
對於「一地兩檢」事宜，港鐵公司事
務總監蘇家碧表示，特區政府已公佈
「一地兩檢」的運作，港鐵會配合政府
安排，做好所有準備工作。
被問及有報道指高鐵石崗車廠出現保
安漏洞，因車廠未有海關等部門，不法
分子可預先在車廂內擺放違禁品作走私
用途，鄧維勇回應表示，已就問題與政
府各部門進行研究。

■港鐵總經理 (高速鐵路) 鄧維勇
(左)及港鐵公司事務總監蘇家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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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很久
一定試搭
有新車看 有遊戲玩

使用每卡均設的熱水爐。座
位可以整座轉動，讓乘客適
應行車方向，亦可讓同行者
互相交流。

西九正式站名待公佈
此外，每個座位均設有充
電設施，方便乘客為電子產
品充電。另除設普通洗手
間，亦設面積較大、提供予
傷殘人士使用的洗手間，十
分貼心。
安全設施方面，每個車
卡四邊角的窗口，均是可
以打破的逃生窗，又備有
兩個滅火筒。另每個車廂
均設熒幕顯示屏，向旅客
提供資訊。
昨日參觀期間，顯示屏曾
顯示西九龍站的名稱為「香
港西九龍」站。港鐵發言人
指出，有關站名只作內部參
考用途，正式站名會在高鐵
正式營運前公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陳同學（左）和梁
同學：好開心可以
見識新車，好靚，
期待了很久，未來
高鐵通車時一定試
坐。而且高鐵列車比某航空公司的經濟艙
座位更舒適，將來回內地都會乘高鐵。

座位寬闊 設備滿意
鄭先生：車
廂設備不錯，座
位寬闊舒適。如
果將來前往廣州
票價只需 200 多
元，也會考慮乘
搭，但相信票價
不會太便宜。

許小朋友：曾乘搭
過內地和諧號由廣州
返深圳，覺得香港高
鐵的座位舒服一些，
又快一些。很喜歡開
放日，有新車看又有
遊戲玩。

特地來港 先睹為快
王先生：我特別從
深圳來參觀香港高
鐵，覺得設備十分高
端，如插頭制式可供
來自不同地方乘客充
電，可滿足不同乘客
需求，一等座的座位和行李架空間也充
足，日後來香港也會乘高鐵。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