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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首長昨出席開通儀式 期許兩地人員交往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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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若溪）深圳北
和福田是深圳兩座重
要的交通樞紐，匯集
了高鐵、地鐵、公
交、出租等各種交通
工具。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開通，預計將為
兩座樞紐帶來新的城
際出行客流。為了保
障市民旅客能夠更方
便出行，深圳市進一
步優化兩座樞紐高鐵
站和地鐵站接駁，更分別增加了自動取票機，並設置了往返香港西九龍站售票
專窗。
根據安排，內地今日會安排開行95對高鐵列車往返香港，首班車將於6時44

分從深圳北站開出，19分鐘後直達香港西九龍站。

地鐵加開班次適應高鐵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深圳北、福田兩大高鐵地鐵接駁樞紐，看見各項準備

工作均已就緒：車站已經升級售票設備設施，在全站所有自動售取票機安裝了
港澳台售取票功能插件，並升級軟件系統，支持香港同胞用回鄉證購票。
據介紹，深圳北站和福田站分別增加了4台自助取票機，同時，為進一步滿

足持回鄉證、護照、永久居留證等特殊證件旅客的購票需要，深圳北站和福田
站還設置了往返香港西九龍站售票專窗。
深圳地鐵物業管理公司樞紐中心辦主任孫璐介紹，在前往香港的高鐵開通前

夕，深圳地鐵已根據客流需求，通過加密途經福田站、深圳北站的軌道班次，
調整運營組織方式，提升了1號、3號、7號、9號、11號線的運能，方便市民
出行。
深圳地鐵還計劃於今年10月進一步壓縮2號、5號線路的最小行車間隔，並

將加大夜間列車的開行密度，進一步提升高鐵接駁站福田站、深圳北站的接駁
和運輸能力。

調配粵語人員提供服務
為確保廣深港高鐵開通後，兩地旅客出行的順暢有序，深圳地鐵對兩大高鐵

接駁樞紐從導向標識、指引手冊到安保、義工都進行了優化。
不僅如此，深圳地鐵還在電扶梯、出入口、中通道等處增設安保力量，提高

突發事件處置速度。考慮到香港旅客的增加，深圳地鐵還貼心地調配了粵語客
服人員在現場提供諮詢服務。
孫璐還介紹，深圳地鐵集團特別設立專項工作小組，制定廣深港高鐵開通保

障方案，定期召開會議協商解決重點問題，對服務設施、服務水平進行優化升
級。同時，還投入260人次的精幹力量組成保開通工作小組，和地鐵義工一起
在今日開通當天參與服務保障工作。
據了解，深圳地鐵福田樞紐還組織開展多場應急演練，並根據演練情況，不

斷完善應急預案，提高快速組織能力，優化應急處置過程，確保應急處置科
學、及時、準確、高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廣深港高鐵今日
全線開通，廣州公交
集團在廣州南站到達
大廳設置了綜合服務
中心，將在現有公交
線網的基礎上加密發
車班次，開行廣州南
站至廣州火車站、南
海車站等地的「如約
巴士」定制公交線
路，並根據旅客出行
需求，動態優化調整和新開行如約線路，重點做好夜間到站旅客「兜底」服
務，助港客出行無憂。
廣州公交集團昨日介紹，為了方便香港旅客購票乘車，該集團專門開發了

「如約暢行」綜合服務平台。旅客只需掃碼關注「如約暢行」公眾號，就可以
輕鬆查詢和預約公交集團旗下的出租車、專車、如約巴士、城際巴士和城際商
務等多種交通方式的接駁服務。而「羊城通、八達通、廣州城市旅遊卡」的諮
詢充值等功能，也能在「如約暢行」上輕鬆完成。

「如約暢行」平台方便預約用車
在地面交通「無縫接駁」方面，在加密或定制公交巴士線路班次的同時，廣

州公交集團還安排出租車在廣州南站進行循環式服務保障，並根據現場巡遊出
租車運力情況隨時應急調度車輛支援。另外，還將使用5座和7座中高端車
型，到站旅客可通過「如約暢行」平台預約用車。
至於長途客運，廣州南汽車客運站在現有客運班線的基礎上，一方面使用高

端商務車和中巴車，全天候尤其是深夜時段為到站旅客提供前往深圳、東莞和
佛山等大灣區城市群的定點發班的定制客運線路。另一方面，將使用豪華大中
巴和商務車，為廣深港高鐵抵穗團體旅客提供VIP包車服務。
針對旅客出站不知該怎麼找車，廣州公交集團還在廣州南站西廣場新增廣州

南汽車客運站招呼站，旅客可在此享受「導乘、茶水、報刊、充電、視頻」等
服務。此外，在廣州南站到達大廳和廣州南站地鐵站等位置，也設有自動售卡
機，提供羊城通、八達通等售賣和充值服務。

■■ 廣州南站公交站班次加密廣州南站公交站班次加密，，做好夜間客做好夜間客
「「兜底兜底」」服務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福田站巴士信息及現場平面圖更新福田站巴士信息及現場平面圖更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儀式於昨晨10時開
始，由林鄭月娥和馬興瑞共同主持揭幕

儀式。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部隊
司令員譚本宏、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和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陳帆等參與。
開通儀式在香港弦樂團及著名小提琴家姚珏
演奏《東方之珠》和《獅子山下》揭開序幕，
配以反映粵港兩地之間107年來鐵路交通發展
歷程的歷史影像。

特首：讓兩地人民多一線多相見
林鄭月娥首先致辭。她指出，高鐵開通後將
貫通廣州、深圳、香港三個高速發展的大灣區
龍頭城市，除使大灣區的快速客運網絡更臻完
善，更推動區內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更透
過京廣客運專線和杭福深客運專線，將香港連
接至首都經濟圈和長三角區域，接通國家三大
經濟圈，有助增強區域之間的協同效應，創造
更多發展機遇。
她表示，高鐵得以順利開通，除有賴特區政
府同事盡心竭力，以及港鐵人員的不懈努力
外，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各相關單位的配合更不
可或缺，而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在「一地兩
檢」安排上更是全力以赴，務求做到最好。
林鄭月娥並特別感謝中國鐵路總公司在列車班
次、票務和財務安排上，給予香港最佳方案，又
衷心感謝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一地兩檢」安排提
供堅固的法律基礎，以及立法會議員，尤其是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和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適
時通過「一地兩檢」的本地法律。
放眼未來，她深信兩地鐵路營運商會在各多
方面持續優化創新，讓高鐵成為國家名片上的
亮光點，令港人引以為傲，又鼓勵港人多乘搭
高鐵到內地各城市，作出「新探索，新體
驗」，讓兩地人民「多一線，多相見」。

馬興瑞：穗港融入一小時生活圈
馬興瑞在致辭時表示，作為大灣區的交通

「大動脈」，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和粵港
兩地共同努力下，高鐵香港段克服了各方面的
困難和挑戰，創新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模
式，標誌着香港與國家高鐵網實現無縫對接，
大大縮短內地與香港的時空距離。
他續說，高鐵香港段通車後，香港與廣

州、深圳融入「一小時生活圈」，為粵港兩
地居民開展商貿合作、旅遊觀光、探親訪
友，提供更加便捷、舒適的服務，為粵港合
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撐，為大灣區建設打下更
堅實的基礎。

王志民：共建共享創高品質生活
王志民在開通儀式上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

表示，高鐵的建設意味着香港與內地能加快
通過共建、共享，來創造一個大灣區裡高品
質的生活。
鐵總總經理陸東福致辭時表示，廣深港高鐵
作為全國高鐵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連接內地
與香港的重要紐帶，讓香港民眾共享內地高鐵
發展成果，有助密切兩地經貿和人員交流往
來，增強兩地民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並加快大灣區發展。
他續說，舉國歡迎高鐵香港段全線開通，鐵

總在「管好、用好」高鐵上責任重大，會確保
高鐵持續安全、平穩地營運，並按市場需求不
斷完善營運策略，而高鐵的開通可滿足香港民
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港鐵非執行主席馬時亨其後致辭。各主禮嘉

賓完成啟動及揭牌儀式後，首先參觀了西九龍
站口岸設施，其後聯同參與是次開通儀式的
400多位嘉賓經西九龍站「一地兩檢」通關程
序，往月台登上首發列車到廣州南站，全程僅
43分鐘。
廣州市市長溫國輝在場迎接了眾位嘉賓。林

鄭月娥一行在站台查看了廣深港高鐵沿途各站
展板信息，聽取廣鐵有關正式開通運營的情況
介紹。在該站短暫停留後，眾嘉賓乘同一列高
鐵回程，途中在深圳福田站短暫停留，僅花
48分鐘就回到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今日通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透露，
內地和香港已共售出逾23萬張車票，其中長途
站點的售票情況相當理想。港鐵主席馬時亨則
形容，開通首日的售票情況「非常非常踴
躍」，西九龍站今日會提前於清晨5時開閘，讓
市民拍照留念，建議乘客早點前來。

陳帆：上座率會再提升
陳帆昨日乘坐高鐵「動感號」列車返港後會見

傳媒時指出，至昨日為止，內地與香港已共售出
逾23萬張廣深港高鐵車票。由於高鐵包括長途和

短途，乘客進行長途旅程前，會預先為行程規劃
作準備及安排，故售票情況相當理想。至於短途
路線，因不少乘客會在當日、早一日或臨時購
票，故預售情況未能反映實際需求。
他表示，大家均需要時間適應和接受一個新
的跨境基建設施，且需經歷磨合期和適應期，
並相信隨着時間，巿民試乘高鐵後會作出選
擇，高鐵日後的上座率會日漸提升。

馬時亨：經「山竹」「考試」
馬時亨形容，高鐵開通首日售票情況「非常非

常踴躍」，很多市民均欲體驗。港鐵亦已進行大

量工作，包括和旅行團合作，市民慢慢地感受高
鐵的好服務，便能「一傳十、十傳百」，相信日
後市民無論旅遊或公幹都會選擇高鐵。
他提到，今天是通車首日，不少乘客可能會
很興奮，多花一點時間拍照，故今日西九龍站
會由原來的清晨6時，提前至5時開閘，並於6
時15分起讓乘客辦理出入境手續，建議乘客
可早點前來。
馬時亨在開通儀式致辭時就特別感謝工程團隊

過去8年的努力，成功克服無數挑戰，並通過上
周強颱風「山竹」的「考試」，指現時是「新時
代的開始」，未來高鐵能「去得更遠」。

兩地累計售票23萬 今晨5時開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今日正式進入高鐵時代。經過8年建

造、連接逾2.5萬公里國家高鐵網絡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今晨會正式通車。高

鐵香港段開通儀式昨日在西九龍站舉行，主持儀式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指出，通過高鐵香港段，香港將接通國家三大經濟圈，增強區域間的協

同效應，創造更多發展機遇，成為國家名片上的亮光點。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形容，高鐵香港段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里程碑，為粵港合作提供更有

力的支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開通儀式後，一眾主
禮嘉賓獲安排參觀西九

龍站內設施，了解兩地口岸區的運作，並登上
開往廣州南站的特別首發列車，親身體驗高鐵
的便捷。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嘉賓們首先參

觀西九龍站內「國家高速鐵路成就香港展」，
聽取中國鐵路總公司代表介紹國家高鐵的發
展，港鐵主席馬時亨及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經理
陸東福在旁相伴。
該展覽分為5個展板，包括「中國高鐵新里

程」、「中國高鐵遍全國」、「中國高鐵創紀
錄」、「中國高鐵高技術」及「中國高鐵耀香
江」。其間，林鄭月娥向港鐵的工程師及工作
人員逐一握手致謝，並向他們打氣道：「辛苦

了，這條鐵路經得起考驗。」

過分界線主動提拍照
入閘後，她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廣東

省省長馬興瑞、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香
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一同聽取入境處人員
及海關人員介紹香港口岸區的運作及設施，了
解到最新的自助通關通道設計。到達香港口岸
區及內地口岸區的黃色分界線時，林鄭月娥主
動提出拍照留念，其他嘉賓亦連聲說「好！」

在踏入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公安列隊敬禮以
示歡迎，林鄭月娥向內地邊檢工作人員表達感
謝，並聆聽馬省長的細心講解。她又對邊檢機
械人感興趣，向工作人員了解其操作及日常工
作。一行人之後到達站內B4月台層，上車前
先與「動感號」的女車長合照，林鄭月娥更親

切地與她「搭膊頭」，二人笑得開懷。
林鄭月娥與馬興瑞等一同登上特別首發列車

的一等座，列車於大約11時25分開出，不停
站直達廣州南站，全程用了43分鐘。抵達廣
州南站後，不難發現當眼位置掛上的「熱烈慶
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橫額。

林鄭月娥一行獲熱烈歡迎及接待，參觀了站
內的設施及展板，並聽取廣鐵有關正式開通運
營的情況介紹。短暫停留後，一眾嘉賓再登上
同一班列車回港，於下午1時半左右抵達。
林鄭月娥在總結時大讚，以高鐵往返廣州南

非常方便，鼓勵到內地旅遊、時間較寬裕的市
民多選用高速鐵路。她又指，在時間充裕的情
況下很樂意乘搭高鐵前往長沙、武漢、廈門等
3、4小時可到達的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左起：港鐵主席馬時亨、深圳市委書記王偉
中、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廣東省省長馬興
瑞、特首林鄭月娥、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國鐵總總經理陸東福、
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和運房局局長陳帆主持
開通儀式。

昨日高鐵香港段開通儀式後，各嘉賓登上「動感號」，由西九龍站乘至廣州南站。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在
列車行駛期間高呼「食字」口號──「『動感號』，好感動」，表達他們對高鐵香港段開通的興奮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動感號動感號」」好感動好感動

與車長「搭膊頭」為工作人員打氣
��

深北福田站票機通用回鄉證

廣州南站巴士增加班次

■■眾嘉賓由香港口岸區一同邁入內地口岸區眾嘉賓由香港口岸區一同邁入內地口岸區。。

■■張建宗張建宗（（左三左三））等試等試乘嘉賓到達廣州南站自拍留念乘嘉賓到達廣州南站自拍留念。。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左起左起：：聶德權聶德權、、陳健波陳健波、、
仇鴻仇鴻、、林健鋒林健鋒、、陳茂波陳茂波、、
黃柳權黃柳權、、楊健合影留念楊健合影留念。。

■柯創盛為議員同事拍大合照。 柯創盛供圖 ■ 4名港區人大代表與梁愛詩合照。 顏寶鈴供圖
■左起：馬豪輝、鄺美雲、邵家輝、李應
生、林龍安合照。 邵家輝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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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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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八月十四 是日秋分
港字第25027 今日出紙2疊8大張 港售8元

星
期
日短暫陽光 幾陣驟雨

氣溫27-31℃ 濕度7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