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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七月三十 十四秋分 氣溫 24-27℃ 濕度 70-95%
港字第 25013 今日出紙 6 疊 25 大張 港售 8 元

■高鐵將於明日起預售車票
高鐵將於明日起預售車票，
，昨日在西九龍總站售票處
昨日在西九龍總站售票處，
，各傳
媒記者及市民提早兩日排隊買票。
媒記者及市民提早兩日排隊買票
。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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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內地各站的車票，將於明日(9 月 10 日)早上 8 時，在西九龍總站

起售票，網上及電話售票則在中午 12 時開
始。昨晨 6 時許便有市民陸續到西九龍總站
排隊。

排隊長者獲椅子減輕疲勞
70 多歲的梁伯伯昨早 6 時多已到達柯士甸
站，他指，自己原計劃去飲早茶，恰巧經過
時發現輪候高鐵車票已開始出現人龍，故選
擇登記排隊。他需要在站內度過兩個漫漫長
夜，中途可離開位置，但要在兩小時內回到
隊伍之中。
梁伯直言，自己富有排隊經驗，過去曾花
一星期排隊，購買一個品牌推出的紀念品，
而早前高鐵開放日，他也排了 3 小時才取得
門票。他打算與妻子到福田或廣州南，但得
知首班車會出發到深圳北後，表示會考慮。
港鐵職員特意為他準備椅子，避免他過於勞
累。
剛退休的陳女士從新聞報道了解到高鐵香
港段即將售票，故和友人來視察環境，並在
工作人員的指引下進行登記。她表示，自己
已和 7 名朋友相約，希望能乘坐高鐵開通後
的首班列車，前往深圳北站，再轉乘往其他
地方遊玩。
她續說，過去曾在內地乘坐高鐵，感覺不
俗，而高鐵亦是香港的大型設施，認為首班

打算乘高鐵回鄉過中秋節
陳小姐與母親昨日10時許到場，她說：「期
待咗高鐵好耐，好想快點開通，因為縮短咗好
多時間，方便很多。」她說，打算坐高鐵到廣
州南與鄉親過中秋節。
但她認為，港鐵今次的賣票安排有點不妥
當，要市民在站內等 2 日實在是不太方便，
建議要做好票務工作，「直接在網上購票再
加現場取籌買票便好」，不明白為何要用這
種舊方式。
家住南昌的李小姐說，她家鄉在惠東，
「高鐵惠東站正正就在我家門口，好方
便。」並說現時回家鄉的方式是坐火車至深
圳後再轉包車，過程轉折，認為高鐵香港段

■梁伯

讓她很方便，「真係好好，好想快點坐
到。」

兩地交通更暢過關更便捷
另一位李女士則帶同外孫女到場購票，她
打算坐高鐵至深圳北，感受一下高鐵，並說
她居於黑龍江，今個暑假來香港陪外孫女，
「如果高鐵開通後，我可以坐高鐵來港，不
用在深圳過關那麼轉折。」
王先生與太太則到場視察買票過程，王先
生指他經常會到內地汕頭工作，一個月約有2
次至 3 次，以往是在深圳北高鐵站去汕頭，
認為高鐵對他來說很方便，「可以在香港上
車就直達，不用轉來轉去。」但他說通車首
日不打算試坐，通車一周後才試坐。
同樣視察環境的陳生陳太說，打算坐高鐵
到福田及廣州遊玩，但不會首星期乘坐，
「驚太多人太迫。」

■陳女士

■工作人員昨日向市民講解高鐵車票預售安
排。
中通社

望手機程式購票早開通
民建聯指，目前高鐵為內地讀書

早安香港

Apple iOS

文匯報微信

港鐵早前表示，內地高鐵車站
及網站會同步在周一早上 8時開售
香港段車票，有香港傳媒昨日
稱，登入內地售票系統 12306 的手機應用程式，找到
多班9月23日通車日，由西九龍站至深圳北或廣州南
的車票，系統顯示車票已售完未能購票，及後並顯示
正調整列車運行，暫停售票。
港鐵指開售首日只買到首 10 天車票，但該媒體又
稱 12306 的網站已經找到 10 月 7 日的班次。然而據
了解，這只屬系統測試，車票並未正式開售。港鐵其
後回應時確認，高鐵香港段車票確已定於 9月10日香
港及內地同日發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記者變「排隊黨」
港鐵從善如流
■高先生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本月 23 日
通車，明日將發售通車日起首 10
日車票，但由於傳媒未獲港鐵安
排登上頭班車採訪，故一眾記者唯有化身「排隊
黨」，前晚開始已在售票站外通宵輪候。直至昨日下
午，港鐵才在傳媒的「強力」要求下取消排隊的安
排，讓已登記的媒體在明日正式售票日早上憑已填寫
的訂購表格購買車票。



傳媒力爭可登記購頭班票
■陳小姐與母親

■李女士與外孫女

民建聯倡票務行李安排以客為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高鐵開
通在即，但各種安排包括行車、列車
班次、應急方案等均有改善空間。高
鐵規定每名成人乘客只能攜帶不超過
20 公斤行李，行李長闊高三邊長度合
共不能超過 130 厘米，民建聯建議港
鐵在行李限制方面，於執行時採取體
諒和寬鬆安排，以便利乘客作為優先
考慮。民建聯並期望，港鐵盡快公佈
行李託運詳情，讓乘客及早準備。

文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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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的港人說，高鐵對他來說很方便，「不用轉來轉去。」■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尹妮
車富有紀念意義。
高先生昨日中午開始排隊，打算回廣東的
家鄉過中秋，並和朋友遊玩一番，正好高鐵
將於 23 日通車，所以希望試搭高鐵。他直
指，自己的目標並非首班車，但擔心票源緊
張，故選擇昨日親自排隊，打算購入 8 張單
程票。
他續指，過去回鄉主要選擇太子直通
巴，但虎門大橋時有塞車的情況，相信高
鐵會較快捷、安全及舒適，若是次體驗理
想，日後都會優先考慮高鐵。他並強調，
對高鐵的質量和服務有信心，不會被港鐵
近日風波影響。

Android

內地測試票務系統
港媒誤當提前開售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 9 月 23 日通車，從香港西九龍總站出發

33  售票處預先發售。有市民得知消息後，昨日即到場排隊等候。70
多歲的梁伯伯自稱排隊經驗豐富，他說沒有坐高鐵的經驗，打算坐高鐵至福田或廣州南，期望
33 
「在有生之年，可以在香港乘搭高鐵，很開心，當然要試吓！」有在內地工作、旅遊及經常回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 日所
港鐵明日起預售
有座位等級的車票，西九龍站明早 8 時

雲報紙

的香港學生提供有限時期車資優
惠，期望優惠可包括香港學生，以
及長者和殘疾人士同樣可獲得車資
優惠。至於乘客除透過指定網站、
旅行社和西九龍站內櫃位等購票
外，民建聯建議港鐵應新增手機應
用程式購票，方便市民易於取得車
票。
由於高鐵香港段對香港人來說是
「新鮮事」，例如票價可能與「公佈
票價」不同、票價又按級別而有所差
別等，港鐵應該就購買車票細節及規
定等作廣泛和全面宣傳，於營運初期

更應派出足夠職員協助市民。

營運初期常備應急方案
民建聯並建議港鐵公司在營運初期
常備應急或其他後備方案，以免高鐵
在營運初期因可能出現的混亂而影響
乘客旅程。
針對目前高鐵香港段每班列車在港
可銷售的車票配額大約佔整體四成至
六成，民建聯期望相關配額可按乘客
實際需求作出靈活調整，一旦部分班
次列車出現供不應求時，有關方面應
從速增加班次和列車數目。

港鐵雖然沒有安排傳媒登上通車日的頭班車採訪，
但一眾媒體豈會就此罷休。在前日港鐵公佈售票安排
後，同日晚已陸續有傳媒派記者到售票站外排隊輪
候。到晚上12時，港鐵稱翌日早上7時半將會安排傳
媒登記購票，並率先為已在排隊的記者登記姓名。
不過，到昨晨港鐵為各媒體的記者登記後卻表示，
記者仍然要留在現場排隊，並稱「傳媒現在也需要以
市民身份排隊」。各傳媒雖然感到不滿並作出投訴，
但無奈仍要乖乖留在現場繼續排。

記者終獲「赦免」得償所願
香港記者協會隨即稱，無論港鐵或政府部門，都應
該協助記者採訪及報道，而非讓記者留守站內排隊買
票，加重傳媒工作量，又建議港鐵代傳媒購票，如超
出可提供的數量，則可以抽籤形式作為分配。
直至下午約一時，港鐵終宣佈取消排隊安排，記者
可憑已填寫的訂購表格於明日早上到售票站購票。呆
坐了一夜的記者們獲悉「喜訊」後得到「大解脫」，
每人都帶着一臉倦容離開。
港鐵解釋稱，通車當日由西九龍站出發往深圳北的
首班列車只有 500 多個座位，而香港分配到只有約
200個至300個，故「不足以安排傳媒採訪」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