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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高鐵高峰期每日班次
站點

福田

深圳北

光明城

虎門

慶盛

廣州南

北行

60-68

65

2

20

1

34

南行

60-68

66

5

18

1

34

高鐵日均乘客量預測
分類

福田

深圳北

虎門

廣州南

短途

長途

總數

2018

38,700

8,200

3,500

16,700

66,400

13,700

80,100

2021

43,400

8,700

3,700

17,000

72,800

22,200

95,000

商會讚增光明慶盛兩站利創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鐵香港

段開通同時亦帶動物流、旅遊及創科等行
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表示，新增的短
途站光明城及慶盛站是創新和技術產業新
發展區，發展潛力十分大，有利深化兩地
在創新科技和高端製造業等領域的合作。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表示，高鐵可便利數
十萬經常往返內地工作、設廠、經商、旅
遊、探親和交流的港人，在「一小時生活
圈」下吸引更多人移居內地，有望紓緩一
直困擾香港的房屋問題。他並指，高鐵通
車對減低大灣區的時間成本及資源整合具
有實質作用，又相信隨着近期人民幣的匯
率變動，未來高鐵票價或會更具競爭力。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表示，高鐵通
車後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流，新
增的光明城及慶盛站是創新和技術產業新

發展區，經濟增長迅速，發展潛力大，於
香港乘坐高鐵，可於一小時內到達，強化
「一小時生活圈」的建設，同時有利內地
及香港的經貿及創科合作。
他並指，長途站點如汕頭、汕尾、陸

豐、朝陽等潮汕地區及桂林等地也是港人
喜愛的旅遊熱點，可更便利他們到內地旅
遊。他認為票價安排合理，期待高鐵因應
非繁忙時段或非旅客高峰期的市場需求，
推出不同的推廣及優惠票價。

海園迪士尼料帶動遊客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李繩宗相信高鐵開通

後會吸引高鐵內地沿線遊客訪港，預期可
為公園的個人遊客源帶來強大支持。
他指公園將於未來數月繼續在廣州、深

圳、珠海、貴陽、福州等大灣區及高鐵沿
線城市舉行業界簡介會，加強推廣公園及
推廣相關旅遊產品。
香港迪士尼表示，會因應高鐵開通後旅
客出遊模式的趨勢，制定措施，吸引家庭
及年輕客群，同時配合橫跨本地和區內國
際市場的推廣策略。由通車日起，「香港
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奇妙直通」客務中心
會在西九龍站投入服務，賓客可即時獲取
香港迪士尼的最新資訊及優惠；預訂了香
港迪士尼3間酒店的賓客，可即場辦理酒
店入住登記及行李托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下月23日通
車，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蔡傑銘
表示，保守估算高鐵香港段今年平
日乘客量約7.25萬人，高峰期9.01
萬人，即每日平均乘客量達8.01萬
人。政府有信心整體跨境乘客量會
繼續提升，預計至2021年時，每日
平均乘客量可升至9.5萬人，但距
離高鐵最高載客量每日13.6萬人，
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蔡傑銘指出，根據最新估計，下

月高鐵開通後，周一至周四每日乘

客量約7.25萬人，周五至周日7.81
萬人，高峰期9.01萬人，即每日平
均乘客量有8.01萬人。

福田廣州南客佔過半
蔡傑銘表示其中以前往福田的

乘客最多，平均每日有 3.87 萬
人，前往廣州南就有1.6萬人。
至於長途車平均每日乘客量都

有1.37萬人。
他表示，按照以往數據分析，有

信心乘客量會繼續增長，預測3年
後的2021年，每日平均乘客量升至

9.5萬人，短途車及長途車的平均
每日乘客量分別有7.28萬人及2.22
萬人，其中仍以前往福田的乘客最
多，平均每日有4.34萬人。
對於政府數年前曾估算乘客量可

近11萬人，運房局發言人解釋，以
現時估算高鐵開通後每日約8萬人
使用，是一個較保守估算，亦是一
個基礎。在計算財務安排上，以低
於8萬人次為基礎作計算，可保障
經營財政穩健。
高鐵最高載客量每日可達13.6萬

人，故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日均乘客量料高峰期逾9萬

■■高鐵香港段預計日均乘客量達高鐵香港段預計日均乘客量達88..0101萬人萬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通車落槌

港鐵獲10年經營權 與內地鐵總達成票務協議

陳帆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就高鐵香
港段經營權，政府及九鐵已簽署法

律文件，把高鐵所需土地或就該等土地所
享有的權益歸於九鐵，及把高鐵的動產轉
讓予九鐵。九鐵按《服務經營權補充協
議》，把營運高鐵香港段的經營權授予港
鐵，為期10年。港鐵須向九鐵支付的經
營費按高鐵實際乘客量計算。政府與港鐵
亦簽訂《營運修訂協議》，以規管港鐵日
常營運高鐵香港段的運作及管理事宜。

料港鐵10年付經營費27億
陳帆表示，按現時乘客量估算，高鐵香
港段財務健康。因港鐵須按機制向九鐵支
付高鐵經營費，金額為項目折現現金流量

的90%，即使以較保守的乘客量估算，估
計港鐵就10年高鐵經營權所支付的淨額
外經營費總款額超過27億元（以付款當
日價格計算）。
他認為，由於高鐵與內地龐大高鐵網絡
接軌，為港人及內地多個城市旅客帶來更
多跨境出行選擇，因此特區政府有信心高
鐵開通後能帶動整體跨境乘客量，加上票
價具競爭力，高鐵將能夠在財務上達至健
康穩健，並不需政府或九鐵補貼營運。
運房局副秘書長蔡傑銘指出，因高鐵是

全新跨境交通工具，在考慮項目的財務狀況
時，政府特別採用較保守的估算預測高鐵乘
客量，在顧及各方商業考慮及平衡收益與風
險下，政府、九鐵與港鐵達成兩項安排。

首先，若高鐵實際乘客量與預期偏差較
大時，九鐵與港鐵會根據一個公平及對稱
的「乘客量上下限機制」，攤分實際乘客
量與預期有偏差時所帶來的收益或風險。
如實際乘客量與預期偏差在15%以內，港
鐵會全數承擔風險或攤分收益；若實際乘
客量與預期偏差在15%以外，港鐵和九鐵
將按三七比例承擔風險或攤分收益。
另一安排是政府雖預期高鐵對港鐵現有

鐵路網絡，特別是東鐵線包括羅湖站及落
馬洲站的乘客量影響輕微，但九鐵和港鐵
同意分兩期計算高鐵對現有鐵路網絡乘客
量的按實際影響，而總上限不會超過15
億元。蔡傑銘指出，就算出現此情況，以
九鐵預計可收取27億元淨額外經營費計

算，亦足夠抵消。

往返福田收益港佔74元
陳帆並提到，在港方和內地中國鐵路

總公司的協議下，港方在短途車可攤分
45%至95%票務收入，最高比率是香港
至福田，票價78港元，港方可攤分達74
元；長途車方面，港方亦可攤分到9%至
70%票務收入。
由於港方可攤分不少票務收入，是令

高鐵財政穩健的主要原因之一。
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表示，與政府及九

鐵的協議公平、合理、符合社會整體利
益，港鐵可透過九鐵與政府分享收入，亦
有信心處理高鐵通車初期的磨合問題。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鐵定於下月23日通車，香港

特區政府、九鐵已與港鐵簽署4份協議，將10年

期經營權授予港鐵，港鐵未來10年會向九鐵支付

約27億港元費用。協議又規定，如實際客量與預

計客量相差15%以內，港鐵會分攤全數收益或風

險；若實際客量相差逾15%，港鐵只分攤30%收

益或風險，政府則分攤70%。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認為，高鐵財政穩健，毋須政府或九鐵補

貼。此外， 由於港方和內地鐵路總公司的協議

下，港方可攤分不少票務收入，其中短途車攤分

比例最高更達95%，亦是令高鐵財政穩健的主要

原因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民建聯倡增站點降票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鐵

即將開通，多個政黨均表示歡迎。民
建聯指出，高鐵新增兩個直達短途站
及多個長途站，相信可進一步便利兩
地往來，期望隨後陸續開通更多港人
經常往來熱點，但認為初期班次略為
不足，乘客選擇不多，特別是行走廣
東及福建一帶地區的班次，屬較多港
人的籍貫，期望當局在高鐵運行一段
時間後，按實際需要逐步增加班次。
民建聯並指出，現時釐定票價水平

與現時從深圳坐高鐵出發的車費水平
相若，期望當局在營運一段時間獲得
理想收益後，進一步調低票價，提升
吸引力和競爭力。民建聯同時倡議增
設長者特惠票、新增手機應用程式購
票，及在港購買往來內地車站票時，
應獲手續費進一步減免優惠。
經民聯對高鐵開通表示熱烈歡迎，認

為高鐵香港段為市民帶來方便，有助香
港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促進本
港與內地城市貿易和人文交流。
經民聯建議特區政府協助本港的優勢

產業，透過高鐵促進人才交流互動，輸
出金融、會計、工程、科技、法律等專
業服務到更多內地城市，讓工商專業界
人士及青年掌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契
機，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經民聯：長者學生應半價
經民聯並指，新增的26站點當中亦

包括韶關、衡陽等港人旅遊熱點，有
助打造香港作為區域旅遊品牌，期望
特區政府與高鐵沿線城市推動旅遊合
作發展，例如聯合開發「高鐵遊」旅
遊產品、互辦旅遊推廣活動等，同時
合作整合旅遊資源，聯手向海外市場
宣傳推廣「飛機加高鐵」的「一程多
站」旅行路線。經民聯並希望特區政
府與內地相關部門積極商討下調高鐵
香港段票價的可行性，並取消購票手
續費，引入網上購票系統，向長者及
所有學生提供半價優惠。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高

鐵的效益是無可置疑，一小時內可到
達「粵港澳大灣區」的「9+2」城
市，有利「一小時生活圈」的發展，
更只需約兩小時便可到達潮汕地區，
為港人到內地進行各種活動帶來巨大
便利，希望未來高鐵可為港人提供更
優惠的票價。
他認為，新增的光明城及慶盛站，

是內地相對較新的創新科技發展區，
地價便為便宜，有助有志回內地發展
創科的港人建立事業，並促進兩地經
貿關係。

港方攤分高鐵票價收益
站點

福田

深圳北

光明城

虎門

慶盛

廣州南

京廣線經廣州南
來往西九

滬昆線經廣州南
來往西九

貴廣線經廣州南
來往西九

杭福深線經深圳
北來往西九

註：港元收入為約數。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票價收入

74港元

71港元

75港元

128港元

114港元

112港元

112港元

112港元

112港元

71港元

佔票價比率

95%

83%

69%

62%

54%

45%

9%至31%

10%至14%

18%至26%

18%至70%

短途高鐵每日列車對數
站點

（終點站）

福田

深圳北

廣州南

總數

註：高峰期指香港和內地的公眾假期及
與之相連的周末、暑假及內地春運時期

周一
至四

15

25

30

70

周五
至日

27

25

30

82

高峰期

58

26

30

114

長途高鐵每日列車對數
站點(終點站)

北京

上海

長沙

昆明

福州

廈門

汕頭

總數

註：高峰期指香港和內地的公眾假期及
與之相連的周末、暑假及內地春運時
期；班次包括終點站及中途站，福田班
次尚待鐵總及廣鐵集團核實及確認。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對數

1

1

1

1

1

3

5

13

■■政府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營運安排舉行政府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營運安排舉行
記者會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海洋公園相信高鐵開通後會吸引高鐵內海洋公園相信高鐵開通後會吸引高鐵內
地沿線遊客訪港地沿線遊客訪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短途最高佔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