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於廣州南站所
見，前往該站乘車的旅客明顯

較之前一日增加，其中不少旅客為
外省前來中轉的旅客，前往香港的
中轉客不在少數。一樓大廳、三樓
候車廳的自動售取票機及人工窗
口，排隊現象甚於往日。

廣南深北站提升服務
廣鐵客運部門負責人表示，今年

國慶假期，江湛鐵路、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首次投入運營，廣鐵有望迎
來國慶黃金周歷史最高客流。為
此，鐵路部門備足運力，昨日共計
安排加開103趟列車，主要開往北
京、上海、長沙、廈門、深圳等方
向，其中高鐵動車佔逾半。
該負責人並指，為應對國慶客流

高峰，廣州南站增加8台自動售取票
機，開設11個售票專窗和5個實名
制驗證專用通道，158台自動售取票
機全部增加「多證合一」識讀功
能，令香港旅客持回鄉證、港澳居
民證購票、進站速度提升。
同時，深圳北站亦啟用西廣場的B2

售票廳、增開10個售票窗口並加派志
願者做好引導服務，方便旅客出行。
鐵路部門提醒大眾，國慶假期期間，
各大車站車流、人流密集，客流量
大，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取好車票，並
預留好充足的進站時間，切勿掐點乘
車，同時注意攜帶並保管好自己的有
效身份證件，方便車站實行實名制驗

證，以免耽誤行程。

穗邊檢通道全開便民
雖然廣深港高鐵的開通為旅客赴

港提供了新選擇，但廣九直通車依
舊在粵港鐵路交通運力中扮演重要
角色。廣州天河邊檢站表示，中國
對於免簽、落地簽國家和地區今年
增至71個，國家移民管理局又相繼
推出內地居民全國範圍內異地申請
補（換）發出入境證件等便民舉
措，或使今年黃金周出入境旅客人
數有所增長。
除了廣九直通車外，廣州白雲國

際機場、蓮花山客運港、南沙客運
港、南沙郵輪碼頭等口岸從昨日起
也迎來出入境客流高峰。廣州邊檢
總站表示，為提高通關效率，廣州
邊檢將提前開足、開滿驗證通道，
開放全部129條自助通道，確保中國
公民從排隊辦理邊檢手續到辦結手
續之間的時間最長不超過30分鐘。

■廣州南站全部票機可用回鄉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吸吸逾逾66萬客來港萬客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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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後，載客量一
直未達預期的平均每日8萬人次，
港鐵原先公佈國慶假期班次會加開
至每日127對，但與內地鐵總商討
後，修訂為最少83對。港鐵主席馬
時亨預期，昨日會有逾6萬人乘高
鐵來港，會視乎實際客量調整班
次。他又認為客源需要慢慢累積，
反而擔心在7年至10年後，會有人
認為西九龍站面積太小，15條路軌
不夠用。
近日踏入內地十一黃金周長假
期，高鐵香港段客量開始逐日回
升。利用西九龍站出入境人數，由
上月 28 日的 41,367 人及 29 日的
48,009 人，增加至 30日的 53,293
人。
馬時亨昨晨到西九龍站巡
視時指出，昨日是高鐵開
通 8 天後第一個高峰
期，全日有80多對列
車，預計會有逾6萬
人乘搭高鐵來港，
與預期估計相若。
整個上午，車站的運
作暢順，乘客亦表示
感覺良好。

減班次是彈性安排
對昨日列車班次數量比原先預計
減少，他解釋，這是彈性安排，一

直有與鐵總溝通，因如果乘客不
足，開太多車也不是太好。首要是
確保行車暢順，開通8天後，已看
到售票的排隊情況有所改善。
被問及高鐵首星期客量未達預期，

馬時亨表示，不能以短時間的數字衡
量，因客源需要慢慢累積，當愈來愈
多市民及旅客習慣高鐵站運作以及
「一地兩檢」，相信使用高鐵的人數
會逐漸增加。
他續說，港鐵及旅行社未來會推

出不同推廣計劃，絕對不擔心客
源，他反而擔心未來7年至10年
後，會有人認為西九龍站面積太
小，15條路軌不夠用。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在千呼萬喚下終於通
車，筆者懷着興奮的心

情，於通車當日化身「高鐵迷一族」，試搭
首班從香港西九龍開往深圳北的列車。筆者
有幸見證這個歷史性時刻，希望在此和大家
分享一些當日的見聞。
高鐵西九龍站還未竣工時，筆者便曾多次
應立法會及港鐵公司邀請，前往車站參觀。
當時筆者的感覺是，車站的設計十分「刁
鑽」，設施之間的距離甚遠，深怕心急的乘
客會不習慣。然而，通車當日，筆者從B1

大堂持票入閘，再從B2層到B3層通過「一
地兩檢」，包括過關和安檢，全程僅需5至
10分鐘，比想像中快捷和順暢。此外，離境
層設有大型商店，可滿足乘客的購物慾，令
「一地兩檢」的過程錦上添花。

反對聲一掃而空
除了過關方便，高鐵本身也非常快捷，當

日不消19分鐘便到達目的地，實在為大家
帶來乘車新體驗。事實上，筆者着着實實感
受到市民對高鐵通車的喜悅：西九龍站萬人
空巷，乘客簇擁月台拍照，更有乘客自發帶

備支持高鐵的口號和標語。
猶記得2009年菜園村收地爭議，2014年

至 16年間政府三度向立法會申請超支撥
款，至去年社會仍鬧哄哄地爭論「一地兩
檢」的問題，高鐵仍得以安然度過。
據悉首日有7.1萬名乘客通過全長26公里

的高鐵香港段，這與較早前政府公佈平均每
日8萬人次相近。過去反對派力陳高鐵的諸
多不是，都在頃刻之間一掃而空。

購票仍需要改善
不過，筆者觀察到高鐵香港段仍有很多
地方需要改善，主要問題是購票安排。高
鐵乘客於網上購票後必須到西九龍站取
票，但站內的實體取票機數目根本不敷應

用，結果正如大家在電視機上所見，乘客
大排長龍。此外，市民除須出示所有乘客
的回鄉卡外，還須包括訂票時使用的信用
卡，筆者委託朋友在網上購票，到達車站
時才「恍然大悟」，結果花了半小時排隊
到櫃枱處理，實在費時失事。不少乘客亦
反映在購票過程上遇到的問題，例如八達
通機和櫃枱拒收千元紙幣，需即場找提款
機「撳錢」後再重新排隊等。
筆者形容此為「先進的鐵路網絡，卻配

合老爺購票系統」，實在令人有點失望。
高鐵是現代主要的長途集體運輸工具，既
便捷又環保，期望港鐵公司收集了乘客意
見後，盡快改善購票安排，包括引入手機
應用程式（App）、提供實體車票以外的二

維碼（QR Code）車票、增加多元支付購
票方式等。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陳 珈
琋）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日前正式
通車，「動感
號」以最高時速
逾300公里穿梭
廣州南和深圳北
等地。這座列車
由中車青島四方
機車車輛股份有

限公司製造，以CRH380A電力動車
組、即「和諧號」為原型，為乘客帶
來快捷穩定的乘搭體驗。該公司副總
經理、主導研製「和諧號」的女工程
師梁建英日前來港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希望高鐵能獲更多港人認同，並
為香港帶來更蓬勃的經濟。
梁建英表示，國家高速鐵路發展

由聯合設計生產，到掌握自主研發
至現時已成為「世界巨人」，當中
的優勢在於國家地理環境複雜，列
車可積累大量運行經驗再改進，
「近十年來，中國動車組累計運營
里程達61億公里，相當於繞地球
15.25萬圈，這些數字足以證明其安
全性和可靠性。」
高鐵香港段通車後，不少港人也

感受到高鐵的穩定和方便，對「動

感號」讚不絕口。梁建英真誠地
說：「希望每一個市民也這樣覺
得，希望香港市民接受高鐵。」她
指出，高鐵可以改變每一個普通人
的生活方式，讓香港的經濟發展得
愈來愈好，「因為一個社會的發
展，需要人、財、物的流動，才能
令這個地方更蓬勃，更有希望。」

「動感號」凸顯港特色
她指出，「動感號」內部技術基

於CRH380A的成熟技術，只在內
設、外觀、服務設計等作出適應性
改造，例如列車車身以銀色為底
色，配合白色及紅色波浪紋，顯示
香港的豐富文化；座位間添加不同
電源插頭，亦是為了方便香港市民
應用的小改動。對於不同意見或批
評的聲音，她表明樂意接受，去其
糟粕，取其精華，「有不同的意
見，就證明產品有可提升的空間，
為什麼不能敞開胸懷接受？」
不久的將來「一帶一路」將帶領高

鐵技術「走出去」，梁建英認為這對
工程人員而言很有意義，努力的成果
可為社會作出貢獻。她又充滿信心地
說，高鐵基本上不會受中美貿易戰衝
擊，因為縱然列車有全球採購的部
件，也可從國內找到代替品。

10月1日國慶黃金周第一天，

內地各主要鐵路樞紐迎來客流高

峰。其中廣深港高鐵亦迎來開通

後首個客流高峰，內地搭高鐵赴

港旅客全天逾6萬人。同時，廣九

直通車仍在粵港鐵路交通運力中扮演重要角色，預計國慶期間

仍錄得增長，廣州邊檢將開放全部129條自助通道，確保中國

公民通關候檢時間最長不超過30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方俊明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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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高鐵迷」體驗便捷高速

料國慶期間仍將增長料國慶期間仍將增長 票機票機「「多證合一多證合一」」便利港人便利港人

國慶黃金周來臨，預
計有逾700萬名內地遊
客在境外觀光度假旅

遊，按年增長約10%，日本、泰國及香港
依然是今年國慶最熱門的境外度假目的
地，當中不少民眾選擇搭高鐵赴港。
北京市民孫小姐表示，國慶期間去香港
旅遊，特意選擇搭乘京港高鐵，舒適整潔
的車廂環境，美味可口的餐食都讓她印象
深刻。她表示，儘管搭乘時間較長，但仍
舊有不少內地遊客選擇乘坐高鐵到香港遊
玩，「我乘坐的車廂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
一家三口，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鐵沿途各
站都十分有特色，配合上『微信點餐，送
貨到座』服務，不僅可欣賞到沿途各個城
市的美景，還可輕鬆享受到沿途各站美
食。」
計劃國慶期間乘高鐵去香港旅遊的北京

市民莊女士說，儘管高鐵票價略高於飛機
票價，但因為家中有小朋友，考慮到方便
小朋友在車廂內自由走動，依舊預訂了國
慶期間乘高鐵遊香港，「希望未來能夠開
通，京港兩地有臥鋪的動車，這樣旅程會
更加舒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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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美食賞美景
增添旅途樂趣

高鐵女工程師：盼讓港經濟更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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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十一黃金周首日昨日是十一黃金周首日，，內地搭高鐵赴港旅客全內地搭高鐵赴港旅客全
天逾天逾66萬人萬人。。圖為昨日福州開往圖為昨日福州開往西九龍的列車上西九龍的列車上，，
「「高姐高姐」」與乘客一起慶祝國慶與乘客一起慶祝國慶。。 中新社中新社

■■不少旅客不少旅客
選擇搭高鐵選擇搭高鐵
前往香港前往香港。。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乘高鐵出行已經成為內地遊客節假日主要乘高鐵出行已經成為內地遊客節假日主要
出行方式出行方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陳恒鑌於高鐵通車當日試乘體驗。

■■乘客昨日抵乘客昨日抵
達西九龍站後達西九龍站後
查詢信息查詢信息。。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梁建英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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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黃金周首日高鐵黃金周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