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緣入場 細路含淚

高鐵站設施好 長者盼有優惠
獲大批紀念品滿載而歸 小火車迷興奮

「一地兩檢」刊憲 市民：對法例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文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本月下

旬通車，港鐵昨繼續開放西九龍總站予持票市民參觀，不少參觀者都

大讚車站設施完善，指高鐵是往返內地交通工具的好選擇，稱日後會

改乘高鐵往返內地，並期望港鐵可以與內地相關部門研究加開更多班

次，有長者則期望高鐵可以與其他交通工具一樣，設長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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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先生一家四口昨日早上10時參觀西
九龍總站，他坦言對於未能看到高

鐵的列車感到少許失望，但至少可以了解
到站內的運作模式。

冀增設座椅 加更多班次
他指，西九龍站的大堂內沒有座椅，
即使小孩感到累亦難覓地方休息，希望正
式通車時可以改善站內設施。
他又表示，差不多每年也會和家人回
家鄉清遠，現時乘搭直通巴需時約4小
時，但在節慶或假日會遇上塞車，車程可
能增至七八小時。
他指，日後轉乘高鐵車程會減至2小
時，惟擔心旺季期間一票難求，盼港鐵增
加更多班次。
黃先生則獲朋友轉讓開放日的門票，
有機會帶同喜歡火車的兒子到場參觀，他
指昨日雖然未能看到「動感號」列車，但
兒子仍然十分興奮，並獲得不少紀念品，
可說是滿載而歸。
他表示，工作上有需要到內地開會，
平均一個月要往返內地最少兩次，「現時
主要乘搭直通巴士，但容易遇上塞車及其
他交通問題，時間上較難控制。」
他指，自己住在西九龍站附近，日後
將會改乘高鐵，以便控制時間，並會考慮
帶兒子乘高鐵到內地旅行。
另外，亦有不少退休人士特地到場了

解高鐵的購票程序和車站設施，準備乘
高鐵到內地旅行。退休人士葉先生、黃
先生昨一行4人到高鐵站參觀，他們均
指西九龍站十分寬敞，帶給他們新鮮的
體驗。
葉先生表示，地理位置上十分方便，

他們昨日從屯門乘坐西鐵至柯士甸站，再
步行至高鐵站，過程不需一小時，他對此
頗為滿意。

有興趣乘高鐵遊內地
黃先生特別提到，退休後經常參加一

些內地旅行團，而高鐵較為適合悠閒的旅
程，有興趣日後乘高鐵回內地城市旅遊，
惟車票的價格是重要考慮，現時前往北京
的票價逾千元，「太貴了，希望可以有一
些長者優惠。」
年逾70歲的陳伯伯昨與其太太一同推

着輪椅帶90歲的外母參觀高鐵站，他指
近年因為年紀漸大及行動不便而減少了出
門次數，但亦計劃在高鐵通車後與太太一
同帶外母乘高鐵到廣州玩。
「車站內的無障礙設施十分齊全，推

着輪椅也不會感到不方便。」他說。
高鐵香港段將於9月23日正式通車，

港鐵公司車務總監劉天成指港鐵兩天的開
放日內見到很多市民的笑容，認為情況反
映出市民亦十分期待新鐵路的開通，並指
港鐵已經就高鐵通車準備就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文森）高
鐵乘客只能攜帶長、闊、高總和不超過
130厘米的行李上車，至於託運行李的安
排則仍未有定案，但市民都表示高鐵的優
勢在於往來距離不太遠的城市，相信乘客
未必需要帶太多行李，認為手提行李的限
制不算嚴格，估計需使用行李託運的機會
不大。港鐵昨日表示，正與內地高鐵運營
單位探討，研究可否採取彈性安排，盡可
能方便乘客。

「坐火車不會帶兩個大喼」
安先生現時主要是乘坐直通巴士往返
內地，但在高鐵通車後可能會改乘高鐵，
他又表明高鐵的行李限制不會影響他乘搭
高鐵的意慾，「火車與飛機是不同的交通
工具，不能直接比較，一般人坐火車不會
帶兩個大喼。」
他指，自己只打算乘高鐵到車程需時3
小時至4小時的地方，估計屆時未必要帶
太多行李。
不過，亦有市民指城際鐵路的行李限

制比高鐵方便，指城際鐵路的託運行李最
少可以與乘客同日到達目的地。另外，城
際鐵路的手提行李限制亦較高鐵寬鬆，重
量雖然同為20公斤，但長、闊、高總和
就可以達160厘米。
吳先生表示，自己雖然不是經常到內

地，但在高鐵通車及運作暢順後亦希望與
家人一同試乘高鐵到內地旅遊。
不過，他表明對高鐵的行李託運安排

有點憂慮，「我家中有小朋友，出門要帶
的東西特別多，如果去旅行要等幾日才可
以取回行李，行程可能差不多完結。」
吳先生期望港鐵可以盡快交代託運行

李的安排。
另外，港鐵昨亦再回應高鐵的行李安

排，表示已經聯絡貨運服務承辦商以提供
運送服務，希望可以協助有需要的乘客，
有關商討已到尾聲。
發言人又指，現時正與內地高鐵運營

單位探討，會平衡旅客攜帶行李的需要及
整體乘車舒適度，研究可否採取一些具彈
性的安排，盡可能方便乘客。

行李託運洽彈性安排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第
六百三十二章）已經刊憲，內地人員明日起
可以開始在高鐵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
工作，部分參觀者雖然對開放日未有安排市
民參觀「內地口岸區」表示失望，但他們均
表示對「一地兩檢」有信心，並且大讚安排
可以便利乘客。

不會無故離開「內地口岸區」
高鐵西九龍站有地方會被劃為內地管轄

區，容許內地人員執法，有反對派曾指安排
除了可以便利市民外，亦有可能引起內地執
法人員跨境執法的問題。
不過，昨日參觀西九龍站的市民均認為

有關憂慮「多餘」。陳先生指，「內地口岸
區」有指定範圍，不相信內地執法人員會無
故離開該區。另一名市民林先生亦認為，
「一地兩檢」是一項便民措施，指法例有清
楚規定內地人員只可於「內地口岸區」內工
作，稱市民要對法例有信心。
陳女士則表示，社會對「一地兩檢」安

排存有不少疑問，原本最希望可以參觀「內
地口岸區」，對港鐵未有相關安排感到失
望。
不過，她亦指，港鐵昨日有向參觀者派

發政府印製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地兩
檢」你要知》小冊子中，知道在「內地口岸
區」撥打999可以向本地執法人員求助，令

她感到更安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文森

高鐵魅力沒法
擋，一連兩日的西
九龍總站開放日門

票一票難求，有未能取得門票的家長
昨日帶小朋友到高鐵站碰運氣，看看
有沒有辦法可以入場，但最終只能失
望而回。
年僅9歲的袁小朋友（圖）是「超
級火車迷」，他的家人表示，在港鐵
派發門票當日亦有排隊，但未能領取
門票，所以昨日特地帶他到高鐵西九
龍總站，了解現場會否有機會取得門
票入場，而袁小朋友昨日更特地穿上
火車圖案的衣服。
袁小朋友表示，過往到日本和台灣

旅行時亦有坐過當地的火車。他並對
廣深港高鐵列車採用的「動感號」列

車資料十分熟悉，「喜歡坐火車是因
為車速快，高鐵列車的最高時速可以
達到每小時380公里，我認為車速愈
快愈好。」
不過，袁小朋友最終仍然未能入

場，他得知消息時一度眼泛淚光，並
需要家人安慰，答應他在高鐵通車後
再帶他到車站參觀才能平復心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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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即將於本月23日通車。立法
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田北辰昨出席
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對高鐵順利通車有
信心，但相信開通初階段將會有一段磨合
期。
高鐵石崗車廠日前被發現有滲水情況，

田北辰表示，不感覺奇怪，由於現時還沒
看到有任何結構或安全出現問題。
他認為，每條鐵路開通初時都有磨合

期，故相信未來港鐵會「打醒精神」，對
高鐵月底順利通車有信心。
至於高鐵香港段須根據內地的高鐵要

求，乘客攜帶的行李長、闊、高合共不能
超過130厘米及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田
北辰指，限重20公斤即大約為一個中喼
加一個細喼，對高鐵旅客而言十分足夠。
他更直言：「你搭高鐵，你為咗『一地

兩檢』，將時間減到咁少，跟住你就叫人
託運，如果我真係要託運我搭飛機啦。」

��

■陳女士稱知道在「內地口岸區」撥打999
可向本地執法人員求助，令她感到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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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參觀者都大讚車站設施完善不少參觀者都大讚車站設施完善，，指高鐵指高鐵
是往返內地交通工具的好選擇是往返內地交通工具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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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 先 生
(左一)與黃
先生(右一)
期望高鐵可
以提供長者
優惠。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本月23日通車，為了
讓公眾先睹為快，港鐵9月1日起一連兩日舉辦
高鐵西九龍站公眾開放日，市民可參觀站內設
施，期間更有專人為市民簡介高鐵運作、及示範
買票流程，市民反應非常踴躍。需要注意的是，
直通內地的高鐵在香港始終是新事物，尤其又在
香港境內首次實施「一地兩檢」，市民購票、出
入境程序始終生疏，政府、港鐵有必要做好各種
預案，盡快理順各方面的運作和溝通銜接，包括
路線、班次、票價、購票，以及乘客出入口岸區
等等，避免各種可能的問題，促進香港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許多參觀高鐵西九龍站的市民，讚歎車站「好
大、好靚」，表現興奮，有人期待成為高鐵香港
段的首批乘客之一；有母親期待在高鐵開通初期
帶兒子乘高鐵到廣州或北京；有殘疾人士大讚高
鐵的無障礙設施，期待有助他們出行。有市民表
示，高鐵通車是歷史一刻，意味着香港也終於有
了劃時代的鐵路，認為坐高鐵從香港到北京單程
票價一千多元是物超所值。有市民則認為「一地
兩檢」的安排，將大大節省通關時間。高鐵通車
標誌着香港與內地交通聯繫的一大飛躍，為香港
與內地人流、物流、旅遊等方面注入新動力及機
遇。

下一步的關鍵，是要從各個方面把好事辦好。
比如票務安排，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曾表示，為
確保來往香港的旅客都可買到車票，希望能爭取
最少三成車票在港發售，顯示兩地仍在就車票分

配問題進行商討。預料高鐵通車後，前往廈門、
福建及作為二百萬港人家鄉的潮汕地區的需求會
較高，故在分配機制上應有相當彈性，按照實際
情況及時調節。

香港高鐵由討論到如今建成通車，歷時近10
年時間，期間出現不少爭議。香港高鐵實行「一
地兩檢」安排，本來便民利港，卻遭到政治化的
抹黑。所幸的是，在廣大香港市民支持下，在中
央和特區政府努力、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配合下，
「一地兩檢」完成了「三步走」的程序，完全合
憲合法。大型交通設施啟用，難免出現安排不周
的情況，以往新機場最初使用時就出現過混亂。
此次高鐵開通，由於「一地兩檢」首次在香港境
內實施，更加備受關注，各方更要做好各方面的
應變、應急、防錯準備，力求萬無一失。例如，
港鐵近期應加強宣傳推廣，向市民詳細介紹如何
享用高鐵「一地兩檢」的便利。

另外，購票是否方便暢順，也影響高鐵的使用
效益。本港及內地現各以獨立的高鐵售票網發售
門票，港府正與內地鐵總磋商，盡快更新高鐵官
網的售票程序，讓港人更容易購買到轉駁內地段
的車票。用內地的12306網站購票，需要實名登
記及提供內地電話號碼，雙方初步溝通，或考慮
用香港電郵地址及以回鄉證替代，港人希望不用
等太長時間亦可以做到。目前，政府、港鐵要通
過各種途徑清晰指引高鐵購票程序，以及一切與
乘搭高鐵相關的資訊，讓市民可以輕鬆掌握，自
如使用高鐵出行。

市民熱情期待高鐵 優化運作力免各種問題
在印尼雅加達及巨港舉行的第18屆亞運會昨晚

閉幕，港隊在本屆亞運中共取得8金18銀20銅共
46面獎牌的佳績，金牌數目超越上屆仁川亞運
會，總獎牌數目更破歷屆紀錄，成績令人鼓舞。
港隊獲得佳績的背後，首先有賴健兒場上場下的
刻苦訓練和頑強拚搏，亦與政府和社會各界增加
投入、大力支持，以及本港與內地加強體育合作
分不開。希望政府、社會創造更多平台和機會，
讓體育精英有更多機會與市民交流接觸，傳遞勇
於拚搏、永不言敗的香港精神，激勵港人尤其是
年輕人抖擻精神，奮發向上。

港隊在本屆亞運戰績彪炳，除在單車等傳統強
項繼續取得佳績，在馬術及欖球項目首次取得金
牌，在不少項目都取得歷屆最佳成績及打破香港
紀錄。另外，港隊在新增設的橋牌項目表現優
異，在作為示範項目的電競比賽中亦取得一面金
牌。香港人口僅750萬，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和城市參賽，能夠在強手如林的亞運會上取
得佳績，尤勝馬來西亞、卡塔爾、越南、阿聯酋
等不少國家，殊不容易，值得港人驕傲。

香港運動員取得驕人成績，離不開運動員刻苦
訓練，在比賽中奮力拚搏，表現出不屈不撓的體
育精神，亦離不開特區政府、社會各界的支持和
投入。特區政府近年對體育運動的投入明顯增
加。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指，包括興建啟德體
育園及培養運動精英，政府未來會投放600億元
支持體育項目。除此之外，政府鼓勵公營學校開
放設施，增加體育設施和培養體育文化，最近又

宣佈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60億港元，
為本港競技運動提供強大支援。

香港體育成績的進步，亦離不開與內地的交
流合作。近年香港體育界與內地的交流、互動
十分密切，直接提升了本地運動員的訓練和競
技水平。每一屆奧運閉幕後，國家都會組織金
牌運動員訪港，在與香港市民交流的同時，亦
促進兩地體育界的人員往來。去年香港回歸20
周年之際，國家體操隊來港演出，同時宣佈香
港體操運動員可到國家隊交流、訓練和實習，
有利提升港隊的表現。從本屆亞運成績單可
見，8面金牌來自單車、馬術、體操、七人欖球
及壁球，不少是與內地有教練及人員交流的項
目，部分奪金健兒更經常北上訓練。港隊取得
的體育佳績，亦從一個側面顯示「一國兩制」
的優勢。

香港運動員在亞運賽場上演繹勇於拚搏、永不
放棄的香港精神，為香港爭光添彩，也為本港市
民樹立榜樣。6年前在倫敦奧運落地失誤、未能晉
身決賽的「石仔」石偉雄，在本屆亞運中成功衛
冕跳馬金牌，展現出克服逆境的精神。他與「牛
下女車神」李慧詩以及其他港隊健兒所展現的精
神風貌，體現出不斷追求、竭力奮鬥的體育精
神，十分值得香港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好好學
習。港隊亞運健兒凱旋回港後，希望特區政府在
嘉獎傑出本地運動員的同時，可以舉辦更多活
動、搭建更多平台，傳揚他們的拚搏精神，向社
會傳遞正能量。

港隊亞運成績彪炳 拚搏精神激勵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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