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確保高鐵跨境旅客運輸正常秩序，保護各方當事人
合法權益，高鐵依據內地及香港有關法律規定制定

此規則，共分7章涉及44項條款。規則適用於中國鐵路
總公司管理的各客運站與香港西九龍站間的高鐵跨境旅
客運輸，對內地參與廣深港高鐵跨境運輸的鐵路運輸企
業、港鐵公司和跨境旅客均具約束力。

香港內地購票不能跨境取票
規則列明高鐵車票的售票渠道，內地鐵路運輸企業提

供的售票方式包括12306網站、電話訂票、車站售票窗
口、內地代售點（含在香港設置的代售點，下同）、自
動售（取）票機等。港鐵提供的售票方式包括購票網
站、電話購票熱線、西九龍站售票窗口、自動售（取）
票機及港鐵公司代售點等。
取票方式亦有規定，如通過內地渠道購票，應到內地

車站所屬售票窗口、代售點等辦理取票手續。至於通過
本港港鐵購票旅客，應提前到西九龍站售票窗口辦理取
票手續（見附表車票發售一項）。
旅客亦需遵守一些乘車條件，當中包括必須持有效車
票並按票面載明的日期、車次、席別乘車；車票當日當
次有效。旅客進出站及乘車時應接受站車工作人員驗
票，進站時亦需接受車站的安全檢查。
若旅客有一些行為，包括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不適
宜乘車；鐵路運輸企業認為威脅到公共健康和安全；違
反相關法律法規，擾亂站車公共秩序或騷擾他人；以及
違規乘車且拒絕補票，站、車均可拒絕其上車或責令其
下車，並有權登記其身份信息。情節嚴重的更會送交執
法部門處理。
旅客因傷、病中途下車會如何處理？規則指，旅客開
始旅行後不能退票。但旅客傷、病要求中途下車時，由
列車長編制客運記錄交旅客下車站，退還已收票價與已
乘區間票價差額，並收取應退票款50%的退票費。同行
人同樣辦理。

誤乘越站詳列處理方法
發生誤乘或坐過站時又如何？規則列明，旅客應向站

車工作人員提出。列車長會編制客運記錄交前方停車

站。車站會在車票背面註明「誤乘」並加蓋站名戳，指
定最近列車免費送回。
免費送回區段，旅客只可乘坐二等座車廂，不得中途

下車。如中途下車，對往返乘車的免費區間，按返程列
車等級席別核收票價及手續費。惟旅客如在西九龍站到
站後超過10分鐘才聲稱誤乘或坐過站，均按無票處理。
若旅客沒有在到達其有效車票上所記載的到站前、提

出越過原到站繼續乘車的，按無票處理；到站前提出的
按以下規定辦理：一、列車不辦理至西九龍站的越站；
旅客自行越站乘車至西九龍站，由西九龍站按無票處
理。二、西九龍站出發的旅客，其越站區間涉及廣深港
線路的，補收自車票票面發站至正當到站應收票價與已
收票價的差額及手續費；越站區間未涉及廣深港線路
的，補收越站區間票價及手續費。
規則亦列明不符合乘車條件的處理，如旅客無票、持偽

造車票、擅坐高等級座位或擅用優惠票等，除需繳交手續
費及車票差額，更需繳付1,500元或3,000元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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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票假票假票塗改票
補附加費千千聲

車票規則
售票取票

■通過12306網站購票旅客應提前到內地車站所屬
售票窗口、代售點、自動售（取）票機辦理取票
手續

■通過內地訂票電話訂票旅客應提前到內地車站所
屬售票窗口、代售點辦理取票手續

■通過港鐵的購票網站、電話購票熱線、代售點購
票的旅客，應提前到西九龍站售票窗口、港鐵自
動售（取）票機辦理取票手續

■車票預售期：網站購票（含港鐵代售點購票）、
電話訂票30天（含當天），其他購票方式28天
（含當天）

跨境車票退票

■辦理退票應不晚於票面指定日期、車次開車前30
分鐘，但發站為西九龍站的車票應不晚於60分鐘

■退票費核收標準：在票面開車時間前48小時內辦
理退票的，按票面票價的50%計算；在票面開車
時間前48小時至第14天的，按票面票價的30%
計算；在票面開車時間前15天及以上的，按票面
票價的5%計算。退票費按元計算，不足一元部分
捨去免收

誤售、誤乘的處理

■發生誤乘或坐過站時，旅客應向站車工作人員提
出。車站應在車票背面註明「誤乘」並加蓋站名
戳，指定最近列車免費送回

■免費送回區段，旅客只可乘坐二等座車廂，不得
中途下車

■旅客如在香港西九龍站到站後超過10分鐘聲稱誤
乘或坐過站，均按無票處理

不符合乘車條件的處理

■無票、持用偽造或塗改等無效車票乘車時，補收
自乘車站（不能判明時自始發站）起至到站止車
票票價，核收手續費，加收已乘區間應補票價
50%的票款

■應買兒童票旅客如未買票，補收兒童票價，核收
手續費；超過1.5米的未成年人持兒童票乘車時，
補收兒童票與成年人票票價差額，核收手續費

■成年人持兒童票乘車按無票處理

■用低等級車票乘坐高等級席別時，除按規定補收
所乘區間的票價差額外，還應核收手續費，加收
已乘區間應補票價50%的票款

■持減價（特惠）車票乘車但不符合減價（特惠）
車票使用條件的，補收應收票價與減價（特惠）
票價差額，核收手續費，加收已乘區間應補票價
50%的票款

■如有以上情況，按《香港鐵路附例》收取附加
費，廣深港線路各站至西九龍站的車票，附加費
1,500港元；其他線路各站至西九龍站車票，附加
費為3,000港元；不能判明時按其他線路各站至
西九龍站計算

資料來源：港鐵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拒載規則
拒絕運輸

■對有下列行為旅客，站、車可拒絕其上車或
責令其下車，並有權登記其身份信息

（一）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不適宜
乘車的

（二）鐵路運輸企業認為威脅到公
共健康和安全的

（三）違反相關法律法規，擾亂站車
公共秩序或騷擾他人的

（四）違規乘車且拒絕補票的

資料來源：港鐵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高鐵公佈44條規則 威脅公共健康安全可拒載

港鐵早前已公佈乘客行李規定，在《廣
深港高速鐵路跨境旅客運輸組織規則》中
有進一步闡釋，包括對超重物品運費，其
超重部分將按每千克 (公斤)20元收取運費，
不足1千克按1千克計算。此外，除符合條
件和規定的導盲犬外，旅客禁止隨身攜帶
任何動物進站乘車。

代步輪椅重量體積可豁免
規則列明每位旅客可免費攜帶行李的重

量和體積：成年人20千克（殘疾人旅行時
代步的輪椅不包括在20千克內）；兒童
（含免費乘車兒童）10千克；外交人員35
千克。每件物品外部尺寸長、寬、高的總
和不超過130厘米。不辦理行李、包裹託
運。
若車上發現旅客攜帶的物品超重、超大

時，須在指定位置擺放，由列車長編制客
運記錄交旅客到站處理。對超過免費重量
的物品，其超重部分將按每千克20元收取

運費，不足1千克按1千克計算。對不可分
拆的整件超重、超大物品，按該物件全部
重量收取運費。
旅客遺失物品的處理方面，規則指，
車上發現的旅客遺失物品會設法歸還失
主。如旅客已下車，列車長會編制客運
記錄，註明物品名、件數等，移交下車
站；不能判明時，移交列車前方停車站
或終到站。

遺失物品保管期限為90天
西九龍站會按港鐵適用的規定、內地車

站按中國鐵路總公司適用的規定妥善保

管、正確交付旅客遺失物品，並妥善處理
無人認領的旅客遺失物品。鮮活易腐物品
和生鮮食品則不予保管。旅客的遺失物品
保管期為90天。旅客可向車站查詢遺失物
品情況，辦理認領手續。
此外，旅客若在車站、列車上發生人身

傷害，應立即通知車站客運人員或列車乘
務人員。在列車上發生旅客人身傷害時，
由列車長交車站處理；若旅客不同意在指
定的停車站下車處理時，須填寫並簽署免
責同意書。旅客可於發生人身傷害次日起
一年內，向鐵路運輸企業提出賠償請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行李超重每公斤繳20元

對於《廣深港高速
鐵路跨境旅客運輸組
織規則》列明乘客若
威脅公共安全或擾亂
秩 序 等 可 被 拒 絕 上
車，如無票或持偽造
車票更會罰最高3,000
港元附加費，有立法
會議員及市民均認為
規定合理，因如有人
對其他乘客造成滋擾
甚至危險，根本不應
讓其留在車廂內，設
罰則亦對不守規定者
起阻嚇作用。

梁美芬：

害群之馬不可留車內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
出，高鐵提供的是優
質服務，乘客應可享
安 全 和 舒 適 乘 車 環
境，如有人做出滋擾
甚至危害其他乘客安
全行為，實不應讓其
留在車廂內，認為規
定合理。
她又指，高鐵的成功

在於乘客的自律，不會時
時刻刻有列車人員查票

令乘客感滋擾，故若有人做出用假票
這些不自律行為，理應受罰，而設立
罰則可對他們起阻嚇作用。

購票市民：

應阻嚇偏激搞事者
市民葉先生已購入首班往廣州南

的高鐵車票，他認為拒絕威脅公共
健康和安全人士乘坐高鐵是合
理、明智的安排，因現時社會有
不少持偏激主張人士，或會借機
擾亂高鐵操作，耽誤其他乘客行
程，設相關條文可有效保障乘客，
是一件好事。
對於誤坐一等座會被罰款，他認

為這只是起警嚇作用，相信大部分
香港乘客也守規矩，不會無緣無故
誤坐他人座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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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本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本月2323日通車日通車，，港鐵亦於港鐵亦於1010日開始售日開始售

票票，，並在網上公佈並在網上公佈《《廣深港高速鐵路廣深港高速鐵路跨境旅客運輸組織規跨境旅客運輸組織規

則則》，》，涵蓋旅客運輸涵蓋旅客運輸、、車票優惠車票優惠、、運輸中斷處理等事宜運輸中斷處理等事宜。。規則列規則列

明明，，乘客若威脅到公共健康和安全乘客若威脅到公共健康和安全，，或擾亂站車公共秩序或騷擾他人等或擾亂站車公共秩序或騷擾他人等，，均可被拒絕上車均可被拒絕上車。。此此

外外，，若乘客無票若乘客無票、、持偽造車票持偽造車票、、塗改車票塗改車票、、擅坐高等級座位或擅用優惠票等擅坐高等級座位或擅用優惠票等，，除需繳交手續費及除需繳交手續費及

車票差額車票差額，，更需按所需路線繳付更需按所需路線繳付11,,500500元或元或33,,000000元附加費元附加費（（見表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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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子在內地搭乘高鐵香港學子在內地搭乘高鐵，，了解乘車了解乘車
規則規則，，體驗高速便捷旅程體驗高速便捷旅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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