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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原定在昨晨9時於6個地點，包括圓方廣場、
青衣城、火炭鐵路大樓、新屯門中心、杏花新

城及將軍澳Popcorn商場，免費派發開放日門票，每
人限取4張門票，但大批市民早於7時多已到場排
隊，故港鐵提早至8時30分左右派發門票。

各派發點「打晒蛇餅」
據悉，有部分派發點在半小時內派發完畢，有部分

則在2小時內派完。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圓方廣場視
察，早於8時30分已「打晒蛇餅」，其後廣場貼出告
示指已派發完畢，有市民空手而回。
與兒子一起到場排隊取票的洪先生說，早於7時已
到場，直言兒子是鐵路迷，「他很期望看到車內設施
及試坐一下座位。」今次，他們共取了8張門票，是
幫親友代取，期望大家可以一起到場參觀，又打算坐
高鐵到北京旅遊，並笑說：「9個多小時還好，當體
驗一下也不錯。」

全家感受香港新基建
鍾女士與一眾好友昨晨於7時30分已到場。她笑說

「很開心，好想快點入車站參觀，去睇每一個部
分」，並打算乘坐高鐵到廣州旅行。姚女士說，會與
家人一起進場參觀，開通後打算坐車到武漢及杭州，
順便探親。黃女士則打算到北京旅遊，坐高鐵到北京
後想再到上海。
梁先生及梁太等人昨晨7點多到場排隊，合共取得
12張入場門票，梁先生說，會全家人一起進場參觀，
「同仔仔女女一起去感受一下這個新基建」，並打算
坐高鐵到東莞探親，又形容期待高鐵開通「等咗好
耐」，說自己以前坐直通車回內地探親很不方便，期
望乘坐高鐵會舒服一點。
區先生與女兒到場取票。區先生說，雖然不知道高

鐵車站設施是如何，但他與女兒都期待了很久，笑說
會多拍照。他又認為，高鐵帶動新商機予香港，吸引
更多內地旅客來港，形容愈快通車愈好，並指「我都
打算坐高鐵到廣州」。

港鐵考慮增開放時段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從同事
口中得知開放日入場門票很快便派發完畢，會考慮再開
放其他時段讓市民體驗一下。據悉，取票的市民在下周
六及日可以參觀車站的設施，但不包括月台層及列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開通在即，除了為兩地創造就業
機會，更能帶動兩地旅遊商機。本港多間
旅行社都準備好推出高鐵旅行團，多為從
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坐車至貴陽、桂林等車
程約5小時內的景點。不過他們都表示要等
9月初港鐵公佈供票安排後，他們才可以敲
定具體的旅遊產品組合及價格，有旅行社
東主向香港文匯報透露，高鐵覆蓋面較
大，不排除將會推出跨省旅行團，「沿住
條高鐵玩，真正一程多站。」

先推廣5小時車程景點
香港現時也有多個高鐵旅行團，但起點
都在深圳，在內地乘搭高鐵前往其他城

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後，相關旅行
團的起點將會由深圳「搬返」香港西九龍
站。中旅社副總經理吳熹安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指，一直也有高鐵旅行團，但都在內
地集散，料高鐵香港段開通後，會轉至香
港集散，料旅行團先推桂林、廣西、江
西、潮汕及福建等車程約5小時的景點。
吳熹安續指，在「一地兩檢」討論時，
已有不少公司及市民向他們查詢從香港出
發的高鐵旅遊產品，更指「距離高鐵就快
通車，這類查詢愈來愈多」。他表示，現
時很難推出旅遊產品，因為仍未收到港鐵
通知高鐵的售票安排、高鐵香港段具體班
次及時間表等，故暫時未能定價，但相信
加價的幅度不會太大。他期望，港鐵能盡

快向旅行社公佈相關安排。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說，旅遊業界都等待9月初港鐵公佈
供票安排後才安排下一步工作，又說高鐵
香港段可以覆蓋韶關、衡陽等地的站點，
料相關旅遊團或會以倍數增長。

望港鐵早公佈供票安排
他又預料，在香港出發的高鐵團與現有的

旅行團價格相若，如潮汕旅行團約1,000多
元，桂林旅行團約3,000元至4,000元不等，
直言「要睇市場反應及承受能力，如果受歡
迎不排除會推出更多組合及產品」。黃進達
補充，業界計劃推出跨省或多個站點、多個
組合的高鐵旅行團，料會受市民歡迎。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業界已
準備推出高鐵旅行團的旅遊產品，如在內地浙
江金華高鐵站到香港高鐵西九站，3天旅行團
到中上環旅遊及購物，料每人收費約人民幣
3,000多元(約港幣3,420元)。並會推出香港高
鐵西九站出發至貴陽北站的貴州5天旅行團，
料行程是少數民族體驗及遊覽等，料每人收費
約港幣2,000多元。他續指，高鐵覆蓋面較
大，不排除將會推出跨省旅行團，「沿住條高
鐵玩，真正一程多站。」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指，高鐵香港段開

通後，料會增加一些香港無法直達、需要轉
乘高鐵內地段的旅遊路線，包括江西的景德
鎮等。他又預料，從香港出發的高鐵團收費
或會較現時深圳出發的增加50元至100元。

旅行社高鐵團躍躍欲試

開放日兩萬門票 兩小時派罄

市民：殷盼搭高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耗資逾
850億元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在
即，社會有聲音擔心特區政府難以
「回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
日強調，興建基礎建設需要考慮直
接、間接經濟效益，相信高鐵對香港
市民長遠利益有正面影響。而港鐵未
來10年會向政府全資擁有的九鐵支付
約27億港元費用，預期高鐵營運的經
濟及財務回報均為正數。

間接效益較難量化
陳帆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強調，特

區政府在興建任何交通基建時，主要考
慮經濟內部回報率，乘客節省金錢和時
間值已足以抵消資本支出，是直接經濟
效益，同時亦會考慮不同的間接經濟效
益，包括推動旅遊業、製造就業、零售

收益、酒店、跨境經濟發展等。
他並指，興建公共設施從不考慮賺錢

或收回成本，「一小時生活圈在高速鐵
路是很大範圍，超越香港本身土地，為
香港人機遇、出行、文化的選擇，價值
如何量化呢？是比較難的。」

政府封了「蝕本門」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蔡傑銘指，

按特區政府與港鐵簽訂的協議，設有
「乘客量上下限機制」，若高鐵實際
客量較預期相差15%以上，雙方將以
「七三比」分攤盈虧。
特區政府早前預測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每日乘客量約8萬人次，蔡傑銘指
由於需要確保財務穩健，協議的預期
客量是較低的預測，但由於港鐵屬商業
公司，故不能透露預期的實質數字。

陳帆補充，預算未來的營運周期，
高鐵營運的經濟及財務回報都是正
數，所謂的「政府補貼」不可能存
在，但在學術上計算仍有可能性，故
以對等風險管理及處理營運分攤，較
為公平合理，「嚴格來說，政府某個
程度是封了『蝕本門』，事實上亦
（在攤分盈虧時）佔了上風。」
他又指，香港特區政府將10年期經
營權授予港鐵，是希望得出經驗及掌
握更多數據，再以長遠及前瞻的方式
修訂條款。
至於高鐵香港段一旦出現延誤的

問題，陳帆表示若港鐵公司表現與
期望有很大的落差，當局亦有機制
去規管，但最重要是客戶服務及乘
客在過程中的感受，相信港鐵應在
這方面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將於下月23日正式通車，
根據特區政府早前公佈，屆時列車將
直達內地44個站點，包括6個短途及
38個長途站點，票價以人民幣折合港
幣計算，二等車費由78港元至1,239
港元不等。香港特區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陳帆昨日透露，日前公佈的票價只
是收費上限，港鐵與內地有機制協商
提供票價優惠，吸引更多乘客。
陳帆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車票價

格每5年調整一次，現時公佈的價格只
是收費上限，港鐵及內地的溝通機制容
許按上座率、路線安排和季節性轉變，
推出票價優惠，例如在非繁忙時間提供
折扣、在旅遊淡季提供票價優惠等措
施，以提升上座率，善用載客量。
他指，執行票價有彈性，上座率低

時，可考慮以優惠票價吸引乘客，令
上座率增加，同時增加收益。他強
調，由於涉及跨境交通運輸，需要先
與內地協議，但溝通機制快捷，香港

對票價釐定有自主性。他續指，現時
在內地就讀的香港學生，可享有一年4
次七五折的高鐵票價優惠，港方及內
地正積極研究不同群組，例如長者票
價優惠。

9月初公佈一等座公務座票價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在同一節目上表

示，一等座和公務座的票價將於9月初
公佈，相信現時票價已有競爭力，但仍
可因應市場情況調整執行票價。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9月23日通車，港鐵將在下

周六及日（9月1日至2日）舉行開放日。港鐵昨晨

於6個地點派發合共2萬張免費入場門票，兩個

多小時便派發完畢。有市民形容期待高鐵通車很

久，很想進入車站先睹為快。有長者打算坐高鐵

回家鄉探親，認為「方便過在廣州南站上車」。港

鐵車務總監劉天成說，會考慮再開放其他時段讓

市民體驗一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陳帆：高鐵營運 預期正數

公佈票價為上限 實際有優惠

■■高鐵西九龍站將於下周六及周日舉行開放日高鐵西九龍站將於下周六及周日舉行開放日。。港鐵昨港鐵昨
日派發免費入場票日派發免費入場票，，66個派發點均大排長龍個派發點均大排長龍，，合共合共

22萬張票兩個多小時即派發完畢萬張票兩個多小時即派發完畢。。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 梁生及
梁太稱，打
算坐高鐵去
虎門探親。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區先生說，他與女兒期待乘坐高鐵很久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8年8月

26
戊戌年七月十六 廿九白露
港字第24999 今日出紙4疊16大張 港售8元

星
期
日短暫陽光 幾陣驟雨

氣溫27-32℃ 濕度70-95%

李浩賢李浩賢歐鎮銘歐鎮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