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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業料國慶日南下旅客增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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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 早上驟雨

戊戌年八月廿二 廿九寒露 氣溫 25-31℃ 濕度 50-85%
港字第 25035 今日出紙 3 疊 14 大張 港售 8 元

今天是十一黃金周首日假期，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運營亦踏
入第二個星期，激發港人搭高鐵
北上體驗，亦吸引不少內地旅客
搭高鐵來港旅遊，料為高鐵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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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乘客量小高峰。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傍晚來到高鐵西九龍
站，發現站內人頭湧湧，既有不
少內地旅客抵港度假，也有不少
港人即場購買車票北上。本港旅
遊業界人士預料，今天國慶日內
地訪港旅客將同比上升 10%，
再加上本地酒店預訂銷情樂觀，
■高鐵乘客抵達西九龍站
高鐵乘客抵達西九龍站。
。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相信會迎來一個不錯的黃金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來

初哥：往來港深十分方便
內地旅客王先生與女朋友在國慶長假期間經
香港出發中轉到國外遊玩，他今年剛大學畢
業，由北方到深圳工作，過往從未來過香港，
認為乘高鐵到香港再乘飛機出國旅遊是很好的
選擇。他又指乘高鐵往來香港與深圳十分方
便，日後來香港玩亦會選擇高鐵，又稱讚高鐵
不單車廂清潔，而且座位也十分寬闊。

市民：去福田食飯就回港
除了內地旅客乘坐高鐵來港過國慶黃金周
外，昨日亦有不少香港市民趁假期乘高鐵到
內地遊玩。
市民余小姐昨日傍晚與家人乘高鐵到福田
吃晚飯，「聽說高鐵很快，所以很想試坐，

王小姐

又因適逢國慶假期前夕，可以玩晚一點，我
們今天晚上食完飯便會回香港。」她指自己
就住在高鐵站旁，過往很少如此即興到內地
玩樂，如果首次試乘高鐵的體驗滿意，日後
相約朋友聚會的地方會考慮擴展至內地。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高鐵香港
段剛剛通車，相信會吸引來自廣州、深圳等
地的內地居民乘坐高鐵來港，「體驗一下高
鐵香港段」，預料今日內地訪港人數會同比
上升 10%；10 月 2 日至 10 月 5 日是本地酒店
入住的高峰期，料入住率可達90%至95%。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亦表
示，受高鐵香港段通車因素帶動，旅遊氣氛
較往年熾熱，70%本地酒店房源已滿，形容
銷情樂觀。
他又指，高鐵通車明顯帶動更多個人遊旅
客來港，如福建、湖南等地旅客，高鐵開通
為業界帶來正面積極影響，期待聖誕節及新
年檔期遊客來港情況繼續保持良好勢頭。
余小姐

王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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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廣州南站來港高鐵列車幾近
滿載。
滿載
。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港客三證適用200台票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為應對客流高峰，讓旅客便利
來港，廣州南站加班加點實現了近
200 台自助機全部支持港澳居民身份
證、回鄉證和護照購取票。同時，來
港旅客售票取票專窗也投入使用，公
安部門還在車站特設內地居民港澳通
行證簽注自助機，2 分鐘可辦結證件
續簽，真正實現「隨到隨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嘗試使用一台自
助機，點擊「互聯網取票」，屏幕
顯示，港澳居民身份證、來往內地
通行證或特區護照，均可選擇。
設備的增加也緩解了高峰期排隊
購票取票的現象。記者所見，除部
分地鐵接駁口附近排出 10 米左右的

廣州南今天來港車票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深港高鐵開通運營滿一周後，就迎來國慶
黃金周首個客流高峰。由於客流高峰提前到
來，昨日從廣州南站開往西九龍的所有列車
基本滿員運行，僅該站前往香港的旅客便達2
萬人。假期首日，前往香港的全部 34 趟列車
車票已售罄，深圳北站及福田站車票銷售率
也在九成以上。
廣州南站每日始發和經停的列車達到 440
多趟，是全國開行高鐵列車最多的高鐵車
站，節假日期間旅客量屢屢刷新紀錄，今次
國慶或再創新高。
昨日是內地國慶假期前一天，廣州南站從
當天上午開始便迎來客流高峰。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下午看到，和往日相比，廣州南站
一樓大廳往來旅客明顯大幅增加。今年廣州
南站的最大不同無疑是廣深港高鐵開通，帶
來的一系列新變化。在取票區，持回鄉證和

港澳居民居住證購取票的旅客明顯增多，一
些赴港「洋面孔」旅客的到來，也令廣州南
站增添了「國際範兒」。

訪港常客：時間少一半
廣州市民郭姨，多年來保持着赴港熱情，
每個月去一次香港成為她退休後雷打不動的
安排。此前，她早已關注廣深港高鐵開通新
聞，今次首次嚐鮮。她說：「坐地鐵來廣州
南站非常方便，而高鐵到香港時間不足 1 小
時，所以我總花費時間比往常少了一半。」
廣州白領小劉，在中秋假期已經體驗過了
廣深港高鐵，國慶黃金周前夕，他再次搭高
鐵前往香港，以轉飛機到國外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州南站獲悉，國慶
黃金周搭高鐵來港旅遊大熱。該站昨日發
往西九龍的列車基本滿載，10 月 1 日車票
更為緊張，早在兩天前已銷售一空。

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通車一
星期，不少市
民及旅客對西
九龍站都感到
十分新奇，昨
日現場所見，
站內多處均有
乘客或專程來
觀光的市民興
陳小姐
奮地自拍「打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卡」留念。
十一黃金周開始，大批內地旅客乘
搭高鐵來香港旅遊，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到西九龍站採訪，發現不單站內
的入境層不斷湧出在國慶假期前夕來
港度假的內地旅客，就連出境層亦不
時人頭湧湧。

訪客遊客：西九站十分漂亮

自廣州的王小姐首次乘高鐵到香港，指
今次行程目的主要為探望親戚，並順道
帶女兒到迪士尼樂園遊玩，「以前試過乘和
諧號到深圳再轉車，亦有坐過直通車到紅
磡，但都不夠直接乘高鐵方便。」
她指自己每兩三個月就會來香港一次，但
多數要等待有多幾日假期才可成行，但現時
有了高鐵，車程大幅縮短逾 1 小時，日後不
用有長假期也可以來香港旅行。

劉先生

長龍，其他區域，每台設備排隊人
數不超過 5 人。

入站設來港專用通道
來港旅客進站也十分順暢，在港澳
台旅客專用通道上，旅客魚貫而入，
工作人員快速驗票。記者了解到，該
通道只要是來港旅客都可以通過，而
非港澳台人士專用通道，體現人性化
和公平性。
據廣鐵相關負責人介紹，隨着廣
深港高鐵知名度的提升，高鐵網的
完善，以及相關配套服務的升級，
未來搭乘高鐵往返內地和香港的旅
客仍將持續增加，因此並不擔心旅
客量不足問題。

黃金周來港車票售18萬張
廣州南直達西九龍的車票有限，不少旅客
選擇從深圳中轉。記者了解到，雖然深圳北
站發往香港的車次更多，但昨日和今日的車
票銷售量已超過九成。
至本報昨晚截稿時，廣鐵集團已售出的國
慶黃金周廣深港高鐵車票逾 37 萬張，其中，
終點為香港西九龍的車票接近18萬張。

設於出境層的即場售票櫃位昨日不
時出現人龍，車站內除了有乘客外，
亦有不少特地到場參觀的市民，但他
們均有一項共通點，就是拿出手機四
處自拍。
內地旅客陳小姐表示，自己是首次
來香港玩，很高興有機會可以乘高
鐵，大讚西九龍站的設計十分漂亮。
不過，她指內地的高鐵站不用清關，
乘客一進入車站就可以找到座椅休
息，期望港鐵可以作出改善，在出境
層也增設座椅供候車人士休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今日看點
活動

時間

地點

國慶煙花匯演2018

晚上9時至9時23分

維港兩岸

國慶賽馬日

下午1時至6時

沙田馬場

創科博覽2018

上午10時30分
至下午8時30分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3/F-G展覽廳

健康‧摩天輪

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香港摩天輪旁

郭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市民乘客站內四處「打卡」

HealthFest by AIA
「數碼敦煌—

「AIA Vitality公園」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

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

銅鑼灣時代廣場
露天廣場

天上人間的故事」
展覽
米奇90周年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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