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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渠道有限 需比內地客更早到車站

自助變無助 回鄉證購票仍不暢

壞 機 多

排 長 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郭若溪 廣州、深圳連線報道）廣深港高
鐵預計下月底開通，港人將可實現家門口乘高鐵暢行內地。在此之前，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方便港澳居民出行，鐵路部門出台一系列便利乘車措施。不過，距離高鐵

香港
「工合空間」
創始人葉興華：

開通僅月餘，港澳居民在內地購票、取票、乘車等方面，仍然存在諸多不

映最為集中的問題。香港因廣深港高鐵尚未貫通，且有廣九直通車可選

希望升級自動購取票
機，更好識別回鄉證。
建議推出面向港澳人士
的高鐵月卡，方便奔波
於粵港間的港人乘車。

擇，目前感受最直接的主要是在大灣區內創業、工作和求學的年輕人。廣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會理事吳舒景：

深港高鐵開通後，相關問題若久懸不決，港人相關投訴或大幅攀升。

港人在電子支付方面仍
存在障礙，期待能夠有
更簡便的認證方式，讓
港澳人士註冊、開通使
用電子支付方式。

便。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現，回鄉證無法「嘟」卡入閘、人工購取票排
隊時間過長、自助機讀卡故障多、支付渠道不暢通、人工窗口過少等是反

4 公里的粵港澳科
在距離廣州南站不足
技交流展示中心，活躍着一群「80

後」、「90 後」創業港青。葉興華是該中
心創客空間「工合空間」創始人，幾乎每個
星期，他都要往返於佛山、廣州和香港的
家，廣深港高鐵廣深段，是他上班和回家的
主要線路。
葉興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鐵路部門
為方便港澳居民出台的購票乘車新措施，其
進步雖有目共睹，但仍有待改進。「比如與
回鄉證兼容的自助購取票一體機，投入使用
已經半年，但真正享受其便利性的港人，相
信比例很小。」葉興華說。
他舉例稱，在操作中，除了設備出現故
障，更令人頭痛的是間歇性無法識別和讀取
回鄉證。「在自助機好不容易排到隊，又要
重新到人工窗口排隊買票或取票。為避免意
外，多數情況下，我棄用自助機，直接到人
工窗口排隊。」
只不過，由於人工窗口耗時長，和內地
同事相比，葉興華往往要提前半小時前往廣
州南站。

指示不清 售票機「失蹤」
在廣州南沙創業的楊騰、在佛山從事文
創的陳達人都有同樣的困擾。搭乘高鐵
時，他們均提前一個小時以上到站，主要
精力用於辦理票務。高鐵的高效、快捷性
大打折扣。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現，廣州南站支

閘機偶有「面盲」 刷臉技術待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為提高進站效率，北上廣深
等高鐵站陸續針對內地居民啟用「人
臉識別」技術驗票入站。香港文匯報
記者走訪發現，高識別率的「刷臉」
技術仍有待完善，有旅客發生多次驗
證均無法被識別，轉而改排人工窗口
的情況。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絕大多數
乘客「刷臉」後能順利進站，平均時
間在10秒左右。而初次使用或者不熟
悉機器的乘客需時還是稍長。現場所
見，有閘機連續 3 個乘客都識別失
敗，其中一名旅客反覆試了 4 次後放
棄，轉而匆匆趕去從人工檢票口重新
排隊。

鑒別網逃人員 提升安防等級

雖然在節省時間方面仍有待改善，
但這些刷臉進站系統還能提升安防等
級，鑒別出網逃人員，相關信息會自
動上報到公安系統，包括進了哪個
站，哪個閘機，還有拍下的樣貌等。
而對於如何提升人臉識別成功率，
鐵路部門相關技術團隊仍在努力不斷
改善。

持回鄉證的購票取票一體機約有 30 台，取
票專用自助機約 20 台。除部分取票機安裝
在三樓候車大廳外，大部分集中在一樓進站
大廳北側，且周邊沒有指示牌，不熟悉南站
的旅客並不容易發現。
現場所見，總共有 5 台設備顯示「設備維
護中」故障。香港文匯報記者嘗試在顯示正
常的一台自助機上點擊「港澳台通行證」購
票，儘管進入購票頁面，但尚未放置證件，
頁面便閃退。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觀察 40 餘分鐘，
現場購取票的均為持內地二代身份證的旅
客，並未發現持回鄉證操作的港澳人士身
影。

京滬杭車站故障率更高
在深圳北站，香港文匯報記者共發現 18
台港澳台自助取票機，其中東廣場 14 台，
西廣場 4 台，在位於東廣場 A 入口外的 3 台
機器中，僅 1 台能正常使用，對比旁邊的二
代身份證取票機 6 台中僅 1 台顯示設備故
障。
事實上，與廣州南站、東站以及深圳北
站等珠三角主要車站相比，北京、上海、杭
州等其他城市車站支持回鄉證購取票自助機
的故障率更高。多位常年在內地工作的
香港青年向香港文匯報證實，如北京
南站安裝的 10 台自助機、杭州東
站 3 台自助機，長期處於無法
識別回鄉證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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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鐵回應本報查詢
允增巡檢設備頻次

乘車難題 港人支招

香港東區青年交流促進會副主席、
香港並勤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陳達人：
建議設立港澳境外人
士購取票、改簽等專
窗，以解決因證件問
題需要長時間排隊問
題。
廣東省政協委員、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吳學明：
常見的購票渠道很少接
受香港同胞慣用的國際
信用卡，故建議將國際
信用卡納入高鐵購票支
付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對於港澳居民購取票
仍然存在的問題，廣鐵相關負責
人昨日表示，目前已經加派技術
人員，加大設備巡檢的頻次。而
對於回鄉證「嘟」卡出入閘問
題，廣鐵本月初在回應廣東省政
協港澳委員時亦表示，中國鐵路
總公司已會同國家有關主管部
門，研究自動識別港澳通行證的
相關技術方案。
據悉，今年以來，廣鐵在各大
車站增設自動售取票機，其中，
支持回鄉證的佔比大幅上升。廣
鐵表示，以廣州南站為例，現有
自動售取票機共 150 台，其中能使
用港澳台旅行證件取票的設備有
145 台，分別分佈在站內一層南北

通道及三層候車區內。
其中，一層北邊區域能同時使
用 一 二 代 港 澳 台 旅 行 證 件 40 台
（售取票 30 台，換票 10 台）。單
獨使用二代港澳台旅行證件 27 台
（售取票 8 台，取換票 19 台）。
一層南邊區域 58 台只能使用二代
港澳台旅行證件。三層候車區東
西兩頭共 20 台換票機都能讀取港
澳台旅行證件。

為旅客出行不便致歉
目前，廣州南站正處於暑期運
輸客流高峰期，每天到發平均客
流在 60 萬人次左右，取票機使用
頻率高，客流高峰期有排隊取票
現象，給旅客出行帶來不便，車
站深表歉意。

誤取票似事小 阻融合實事大

廣深港高鐵
即將開通，不
少港人一直暢
想透過高鐵，前往大灣區甚至更廣
闊的祖國內陸腹地工作、生活和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遊的美好景象似乎就可實現了。這
一關乎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宏
觀大事件、大戰略，與此次反映的
購票取票難這一技術問題，放在一
起看似乎不搭架，實質卻有着重要
關聯。
以前，由於交通不順暢，不少
港人極少甚至從未涉足內地。而
經歷者的所謂「北上」，亦僅止
步於珠三角，或偶爾「點對點」
地去到其他旅遊目的地遊覽。因
此，廣深港高鐵開通後，其意義
不僅在於搭載港人順暢地前往內
■鐵路部門方便港澳居民的 地工作生活，遊覽美好河山，更
新措施進步雖有目共睹，
新措施進步雖有目共睹
，但 重 要 的 是 透 過 四 通 八 達 的 高 鐵
仍有待改進。
仍有待改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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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能夠更多深入內地、了解內
地、融入內地，增強對祖國的認
同感和親近感。
而購票取票，則是進入高鐵網
的第一步。第一印象總是最關
鍵。手持一張回鄉證，不能和內
地持身份證的同胞一樣順利買到
票，甚至取到票，港人難免有挫
敗感和被排斥感，甚至「異類」
感。這種問題遲遲未解決，亦難
免讓人懷疑有關部門的誠意，進
而影響對身份的認同、對國家的
認同，問題就非同小可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購取票不僅是
技術問題，也是民生問題，更是關
乎人心的問題。因此，有關部門
應多攻關，解決相關問題。即使暫
時存在一定困難，亦應多解釋、多
溝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排隊取票耗時多
雙創賽健兒險誤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
敏輝 廣州報道）由於取票、
排隊耗時過長，在內地搭乘高
鐵的港澳旅客，因錯過列車而耽
誤行程的不在少數。近日，在首
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上，有來自澳門的參賽隊伍，因排隊
候時過長錯過班車，一度影響複賽路
演安排。
在上周舉行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創新創業大賽上，有 13 支港澳團隊成功晉
級複賽，並進行新一輪路演。多數港澳參賽

團隊，搭乘高鐵或城際鐵路往返。
據參與組織協調工作的澳門創智發展研究
協會副理事長梁劍鋒透露，8 月 9 日，澳門參
賽團隊從珠海乘坐廣珠城軌前往廣州。在珠
海站，由於在窗口取票時間過長，待準備排
隊入站時，列車已經啟動。最終，經過與車
站溝通，他們被允許搭乘下一班列車。
據悉，由於乘車耗時過多，令參賽團隊佈
置在大賽現場的展位和路演十分倉促。

交通問題礙澳青北上
據梁劍鋒介紹，「最近一份對澳門青年北

上發展的問卷調查顯示，以高鐵、城軌為代
表的交通問題，被認為影響最大，這顯示澳
門人迫切希望解決該難題。」
據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副主席李卉茵介
紹，她頻繁往來澳門和珠三角地區，參加各
類青年活動。錯過班車或買不到票情況時有
發生，為此，迫於無奈，不得不多花費 10 餘
倍的價錢，打車往返粵澳。
「珠三角尚且如此，內陸省份問題應該更
多。因此，期待鐵路部門能夠完善相關政策
及升級購取票設備，讓港澳居民更好享受便
捷高效的高鐵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