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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1號」6班車
首日票速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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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港
珠澳大橋昨日舉行開通儀式後，
珠澳大橋昨日舉行開通儀式後
， 今天
上午 9 時開始正式營運。香港各界包

括直通巴士公司、旅行社、貨運界
等 ， 均已就通車完成所有準備工作
均已就通車完成所有準備工作，
，
迎接大橋營運。
迎接大橋營運
。 有直通巴士公司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 今日所有前
往澳門的直通巴士車票已售罄，
往澳門的直通巴士車票已售罄
， 另一
家直通巴士公司來往香港與珠海的班

次，更會有逾百個旅行團的旅客乘
搭 。 貨運業界則表示
貨運業界則表示，
， 大橋通車後可

明38班次七成票賣出 對未來客量有信心

令貨車節省近半運貨時間和交通費

■廣之旅聯合迪士尼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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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首發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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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民眾反應積極
民眾反應積極。
。

用 ， 對未來貨運業發展非常樂觀
對未來貨運業發展非常樂觀。
。

■橋巴「港澳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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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部分香港市民均會乘搭渡輪前往澳門及珠海，
以今日起將有另一選擇，就是乘車輛利用大橋前往。市

「中港通」60班車逾百旅團搭
「中港通」董事總經理陳宗彝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公司已
作好充分準備，為乘客提供服務，其中來往香港及澳門的62
班車可如期營運，希望未來可以因應乘客量增加，再提升班
次。至於今日來往香港及珠海亦有逾 60 班車，大部分座位
均由旅行團佔用，會有逾百個參加旅行團的旅客乘搭。
他解釋，由於今日屬首天營運，如有旅行團領隊帶領，乘
客應可順利過關上車，個人遊乘客或可能出現狀況，故今日
以旅行團旅客為主，以免出現錯漏，但他們也有預留車票讓
個人遊乘客購買。

有往中山長途巴 或即加班次
港粵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張劍平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他
們的直通巴士主要以長途車程即前往中山等為主，今日早上
的車票已售出七成至八成，不少為熟客，希望率先乘搭頭班
車上橋。他續說，如今晨的班次全部爆滿，現場又有旅客希
望乘搭，不排除即時加開班次。
旅行社舉辦的港珠澳大橋旅行團亦甚受市民歡迎。康泰旅
行社表示，於上周五晚率先推出多款港珠澳大橋旅行團，反
應非常熱烈，其中今日出發的珠海橫琴長隆 1 天首發團，於
開售不久已全數售罄。
為隆重其事，康泰表示，今日會前往圓方商場過境巴士集
合處歡送一眾團友，其間亦會派發證書及由電訊公司送出的
電話儲值卡。

貨運業界讚大橋助省時省錢
大橋通車亦為貨運業界帶來不少商機。香港陸路客貨運輸
業議會主席蔣志偉表示，以往貨櫃車由皇崗前往中山，需付
400 多元人民幣橋路費用，但現時使用港珠澳大橋就只需
200 港元，便宜超過一半，且不再使用虎門大橋而改用大橋
到珠海，同樣可節省一半交通時間。他對大橋開通後的香港
貨運業發展非常樂觀。

唔只玩同食 灣區可搵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港
珠澳大橋今日正式通車運營，香港與
大灣區未來關係勢必有長足發展。嶺
南大學與中山大學最近進行聯合調查
發現，受訪港人認為大灣區最吸引的
是休閒娛樂，前往大灣區的最主要目
的是觀光及美食。嶺大副校長莫家豪
認為，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大橋相繼
落成，必定為兩地交流提供更便利的
交通條件，建議政府提供更多商業和
就業資訊，讓港人了解大灣區的事業
發展機會。
為探討港人與大灣區的關係、對
大灣區的認識和評價及到大灣區生
活的考慮，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於
今年 8 月成功訪問 1,033 名成年香港
居民，了解他們對大灣區發展的認
知與評價，並於昨日舉行記者會公
佈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近54%受訪者表示，過
去一年從沒有到過大灣區（港澳除
外），到過大灣區13次或以上（平均
多於每個月一次）的受訪者則有
4.6%。
過去一年有到過大灣區的受訪者中，
分別有59.2%及20.5%表示，前往大灣
區之最主要目的是「觀光」及「美
食」，只有16.7%是為工作。有47%有
到過大灣區的受訪者表示，其目的地是
深圳，其次是廣州（40.1%）。
就港人對大灣區的認識和評價，
調查顯示，最多被訪者表示大灣區
最吸引的是休閒娛樂（37.5%），但
同時他們認為最需要改進的兩方
面，分別是食品安全（41.2%）和治
安（30.6%）。

中總廠商會：助港澳融國家大局

民除可到大橋香港口岸，乘搭口岸穿梭巴士前往澳門口岸及
珠海口岸，也可在市區乘搭跨境直通巴士前往。
其中一家營運來往香港至澳門直通巴士服務的「港澳 1
號」，其香港站點設於觀塘 apm，前往澳門金沙、氹仔威尼
斯人及巴黎人酒店 3 個站點，首 3 天車票於前日起開始發
售，反應熱烈。
「港澳1號」董事鍾偉棠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
今日首天提供來回服務共營運6班車，所有車票已全部售罄，
明天將全面提供來往港澳共38班次服務，銷售情況亦算理想，
已售出六七成，希望最終會有更佳銷情，對未來的客量很有信
心。而車輛及司機均已準備就緒，為乘客提供優質服務。
冠忠巴士集團旗下的「環島中港通」，亦提供由香港來往
澳門及珠海的直通巴士服務。香港站點設於太子上海街及九
龍站圓方，前往澳門多間酒店包括銀河、威尼斯人、美獅
MGM、美高梅、新葡京、金沙及星際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珠澳大橋今日正式通車。
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均認為，大橋打通珠三
角東西兩軸，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海陸空交通、航運物流樞
紐的地位，並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進一步推動港澳全
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莫家豪
莫家豪（
（右二
右二）
）在發佈會上分享研
究成果。
究成果
。
被問及如要到大灣區生活是否擔心
找不到合適工作時，有 36.2%受訪者
表示擔心，19.2%則表示「非常不擔
心」。42.5%受訪者則表示擔心到大
灣區生活會享受不到在港的福利。
莫家豪表示，逾半數受訪者於過
去一年沒有到過大灣區地區，到過
的則指主要目的是觀光，可見觀光
旅遊是港人跟大灣區內城市重要的
交流方式，而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已
相繼落成，必定為兩地的交流提供
更便利交通條件。
他指出，除了「玩」和「吃」之
外，政府應提供更多有關商業和就
業資訊，讓港人了解大灣區的事業
發展機會，又指雖然大灣區城市推
出一系列規劃與便民政策，但有關
措施是否落實及如何便利港人，仍
需多加宣傳介紹。
他並認為，政府需探索與大灣區內
城市合作的新模式，方便港人在大灣
區工作和生活，尤其港人是否能在大
灣區享受原有福利如醫療券，長者高
齡津貼、子女在區內接受教育及稅收
安排等議題，加強區域合作。

蔡冠深：推大嶼成「雙門戶」

中總會長蔡冠深昨日指出，大橋開通後，將大幅減省陸路客
運和貨運成本與時間，有助促進港澳和內地人流物流便利往
來，對促進三地聯繫具策略性意義。
他續說，大橋香港口岸坐落大嶼山，毗鄰香港國際機場，大
橋的落成有利鞏固本港航運物流樞紐地位，為大嶼山長遠規
劃，包括施政報告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帶來裨益，推動大
嶼山成為通往世界和內地城市的「雙門戶」。
蔡冠深相信，港珠澳大橋與高鐵香港段、以及即將開通的蓮
塘香園圍陸路口岸三大跨境基建項目，將是香港與內地實現無
縫對接的重要平台，進一步促進人流、物流、資金和訊息流互
動往來，為大灣區發展創造龐大經濟效益。

吳宏斌：鞏固港交通樞紐地位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則表示，大橋開通後，可改善珠江口岸的
交通配套，讓珠三角港資企業能把部分生產業務轉移或擴展至
粵西、粵北等廣東省較偏遠地區，甚至向廣西、雲南、貴州等
大西南地區延伸，這樣一方面可節省生產成本及紓緩勞工短缺
問題，另一方面可拓闊市場空間，有利擴大內銷。
他指出，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可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海陸空交
通樞紐的地位，同時配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的「明日大
嶼願景」。大嶼山具備充分條件發展「機場經濟」及「橋頭經
濟」，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並鞏固本
港國際貿易中心地
位。
廠商會認為，大橋
的開通標誌着珠三角
地區經貿深度融合的
時代即將到來，對促
進珠三角西部以至大
灣區內人員、資金、
■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大樓
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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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等流動將發揮重
記者林良堅 攝 要作用，將為香港經
濟謀求新增長點。

跨境巴直達海園 內地客今起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俊威）港珠澳
大橋今日通車運營，香港多個旅遊景點早
已摩拳擦掌，迎接來自內地的旅客到港旅
遊。除香港迪士尼樂園外，海洋公園及昂

坪 360 均會有經港珠澳大橋來港的首發團
到訪，為旅客帶來新鮮精彩的完美旅遊體
驗。
海洋公園表示，今早將迎接分別由內地旅

■海洋公園宣佈與內地旅行社合作舉辦「港珠澳大橋啟用首發
團」，並與冠忠巴士集團合作開辦多條直通跨境巴士路線。

行社廣之旅及廣東省拱北口岸中國旅行社舉
辦、來自廣東和珠海的首發團。公園亦宣佈
與冠忠巴士集團合作開辦多條直通跨境巴士
路線，讓來自珠海及廣東省各城市的內地旅

■坐落於大嶼山的昂坪360佔盡大橋地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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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可直達公園，令遊園體驗更便捷。

海園將推兩款專享套票
海洋公園營業總監蕭學軍表示，港珠澳
大橋通車為內地遊客提供更多樣化、更快
捷的交通選擇。公園將推出兩款專享套
票，讓遊人以優惠價購買跨境直通車票及
入園。隨着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於今
年內先後啟用，預期內地旅客訪園人流將
有正面增長。
冠忠主席黃良柏表示，隨着大橋啟用，
冠忠將與海洋公園合作，於下月起陸續開
通經大橋往返公園的直通巴士路線，內地
旅客可由珠海及多個粵西城市直達公園，
比以往更方便快捷。
他表示，對此合作項目的銷售情況相當
樂觀，並預計在聖誕節及農曆新年旅遊旺
季，可促進更多大灣區城市的個人遊旅客
來港旅遊及消費。
海洋公園提供的其中一款套票為珠海免

費跨境巴士套票，優惠價約 420 港元，包
括公園成人日間門票一張，並免費提供由
珠海人工島沿港珠澳大橋到公園的單程跨
境巴士車票一張，於本月29日開售。
除推出結合交通及入場門票的旅遊產品
套票及一款6個月入園兩次的優惠套票，海
洋公園於過去數月已積極加強華南地區及
大灣區的宣傳工作，再加上海洋公園萬豪
酒店將於本年底落成，公園預期能吸引更
多內地旅客親身到訪，感受富香港地道色
彩及世界級的遊樂體驗。

昂坪360歡迎首發團
坐落於大嶼山的昂坪 360 亦佔盡大橋的
地理優勢，今日會歡迎經大橋來港到訪昂
坪 360 的首發團。昂坪 360 表示，預計參與
首發團的賓客人數眾多，屆時董事總經理
關敏怡將親身致送紀念品予參加首發團的
賓客，她並會向傳媒分享大橋開通後的相
關優惠及預計到訪賓客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