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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旅局勉推主題路線 零售業盼旺丁又旺財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晉傑 澳門報
道）萬眾期待的港珠澳大橋今日正式通
車營運，
車營運
，澳門各行業均期望大橋可為澳
門帶來更多旅客，
門帶來更多旅客
，促進當地經濟
促進當地經濟。
。澳門
旅遊局昨日表示，
旅遊局昨日表示
，在大橋各口岸的交通
接駁和出入境安排運作暢順後會加強到
海外宣傳，
海外宣傳
，吸引外地旅客到粵港澳大灣
區作「
區作
「一程多站
一程多站」
」旅遊
旅遊。
。有外國旅客直
指，連接兩地的交通改善會吸引他們在
行程中到訪更多不同城市。
行程中到訪更多不同城市
。

濠江蓄勢待發
迎客 一 程 遊 灣

■連接香港及澳門的跨境巴士今日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澳門社會普遍預料，港珠澳大橋通車對旅遊、零售及餐
飲等行業幫助最大。

在大三巴附近杏仁餅、各式肉乾等澳門著名手信的「利來
餅家」負責人余女士表示，內地的經濟發展近期有所放緩，
澳門經濟亦有受影響，而該情況在中美貿易戰開始後情況更
為明顯，「以剛過去的國慶假期為例，大三巴附近是旺丁不
旺財，今年的生意額較去年減少約20%。」
余女士指出，港珠澳大橋不單可縮短往來兩地的交通時
間，亦能令不喜歡坐船的旅客有其他前往澳門的交通工具可
以選擇，期望大橋可以為澳門帶來更多人流，認為即使每人
只是購買一兩盒，亦對他們有很大幫助。
「城市咖啡」負責人任先生同樣期望港珠澳大橋可以為澳
門帶來更多旅客，他指其店舖所在的大三巴近兩年旅客數目
有所減少，他的生意亦遭受到影響，「香港是國際城市，港
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就在機場附近，香港機場航班較澳門機
場多，期望大橋通車後會吸引更多外國旅客順道來澳門玩，
促進澳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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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輪椅都去到」 澳人盼登橋赴港

■澳門各行業均期望大
澳門各行業均期望大
橋可為澳門帶來更多旅
客 ， 促進當地經濟
促進當地經濟。
。圖
為大三巴牌坊。
為大三巴牌坊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帶動會展商務旅遊合作

捷克客喜聞通車或再訪澳
捷克旅客 Jakob Honka 與朋友上星期先到香港，再順道到
澳門參觀當地舊城區和到賭場見識，今日會再在澳門轉機到
柬埔寨旅遊，「遠道而來的目的當然不會只是為一個城市，
一定會順道到訪目的地
附近的城市，我不會特
地安排一次澳門旅
行。」
他知道港珠澳大橋通
車可進一步縮短來往香
港與澳門的交通時間後
表示十分興奮，指日後
如有機會到香港，亦會 ■捷克旅客 Jakob Honka 與朋
再順道到訪澳門。
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何小姐：
港珠澳大橋是
世界上最長的同
類型基建，所以
我一直很期待大
橋落成通車。我很希望登上大橋
看看這項世界級基建，故已相約
朋友在假期時乘車去香港。
黃先生：
過去多年每日
都望着港珠澳大
橋的興建過程，
很開心見到大橋
終於落成通車，相信大橋可以帶
動澳門人流、物流，為澳門下一
代帶來更好的發展機會。我亦已
經跟香港的親戚約好，今個星期
我們會一家大細乘車經大橋到香
港探望他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在－澳－港－人

澳門旅遊局發言人表示，港珠澳大橋通車可方便外國旅客
以香港等作為中轉到澳門旅遊，幫助澳門旅遊業開拓國際客
源，為他們帶來新機遇，認為大橋帶動粵港澳三地的人流和
物流不單可以促進休閒旅遊，亦可帶動澳門的會展商務旅遊
合作，該局會計劃善用大灣區內主要機場的航空網絡，按客
源市場的特性進行需求分析，引導業界推出更具彈性與吸引
力的大灣區旅遊行程。
發言人並指，局方在了解大橋各口岸的交通接駁和出入境
實際情況，計劃在理順旅客出入境安排後，會組織澳門及海
外業界考察團，並提出未來可以探討利用港珠澳大橋、廣東
省大灣區城市的高鐵線路及廣珠城軌系統，結合大灣區中、
西部城市的旅遊資源，鼓勵業界策劃更多主題路線，吸引外
地旅客到粵港澳大灣區作「一程多站」旅遊。

我就住在大橋
附近，知道大橋
的口岸區當日開
放，所以立即趕
來，希望可以親身參觀。由於我
行動不便，要到一段距離外的碼
頭十分麻煩，所以過往很少有會
到香港玩，如果大橋通車，從這
裡到香港會變得方便，我坐輪椅
亦可以到香港，所以日後一定會
使用大橋。

多年願望實現 冀載家人遊澳

不少香港人現時在澳門工
作，他們現時主要乘渡輪往
返兩地，有在澳門工作的港
人指，港珠澳大橋通車是他
們多年來的願望，認為大橋
不單可以縮短交通時間，所
需的費用亦可能較為便宜，
並指會計劃自己開車經大橋
帶一家人到澳門玩。
香港退休督察吳捷斌 5 年前到澳
門工作，現時是澳門賽馬會高級
保安經理。他指公司每個月向他
提供 4 套來回香港至澳門船票，但
他每當有假便回港，因此 4 套船票
並不夠用，「我每星期都返香港
一兩次，即使只得一天假亦可能
會回來，食完飯坐晚上 10 時 30 分
或11時的船回澳門。」

吳捷斌表示，香港家住深井，
乘巴士到上環港澳碼頭需時約半
小時，渡輪又要約 1 小時，過關後
又要再轉車才能返回澳門住所，
每程需時逾兩小時，有時回到澳
門住所已經是半夜 12 時，承認時
間十分匆忙。
港珠澳大橋今日通車，吳捷斌
認為多一個往返兩地的選擇是好
事，指明日後會試用大橋，「由
深井到機場只需 20 分鐘至 25 分
鐘，經大橋由香港到澳門應該不
用 1 小時，估計每程的交通時間可
以縮短最少四分之一。」他並指
機場巴士加大橋穿梭巴士的車資
僅約100元，較船票便宜。
吳捷斌透露，之前有申請過使
用港珠澳大橋的車輛配額，認為

自己開車
不單可免
受交通工
具的服務
時 間 限
制，亦可
■吳捷斌
吳捷斌
以順道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賞大橋上
彭子文 攝
的風景，
只可惜最終因申請數量超額而未
有獲批。他表示，會研究使用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
計劃」，自己開車載一家人到澳
門玩，但指計劃申請手續繁複，
又需要購買多份保險，所以要較
多時間研究才能決定是否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澳門報道

■港珠澳大橋連接澳門及珠海的出
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接駁巴開通
六蚊入市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 澳門
報道）港珠澳大橋今早 9 時起正式營
運，兩條分別往來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至澳門市區及氹仔的巴士線今日起亦會
投入服務，市民乘俗稱「金巴」的港珠
澳大橋穿梭巴士到達澳門後可以轉乘巴
士出市區。
來往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至澳門市區
及氹仔的巴士線分別為101X及102X，
兩條巴士線同樣於今早 7 時起正式營
運，收費同為澳門幣 6 元，當中 101X
路線提供24小時服務，班次由8分鐘至
30 分鐘不等，102X 路線則由上午 7 時
至晚上 11 時提供服務，班次由 12 分鐘
至 20 分鐘不等，兩條路線同時使用港
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旁的巴士總站。
澳門當局昨日下午在大橋正式通車前
亦率先開放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及連接
路，香港文匯報記者亦有乘的士到場了
解情況，見有職員正為口岸正式啓用作
最後準備，並有口岸接駁市區巴士和跨
境巴士試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沿途亦見有不少澳門
駕駛人士特地開車到場，了解口岸管理
及連接路的路況。的士司機向記者表
示，政府事前未有向他們介紹該處的道
路情況，首次開車到該處時未能清楚分
辨出境層及入境層應分別使用哪條路，
認為部分路口的指示牌仍有改善空間。

餐飲零售受惠 人流物流當旺
港珠澳大橋可大幅
縮短市民及旅客往來
香港、珠海與澳門三
地時間的國家級大型跨境基建。有澳門學
者指，雖然未知大橋實際上可以為澳門帶
來多少旅客增長，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橋落
成對澳門長遠發展會有幫助。不過，學者
亦指博彩業對澳門經濟舉足輕重，當地的
經濟環境未來仍要視乎博彩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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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蕭志成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珠澳大
橋通車可大幅縮短往來澳門至香港國際機
場的時間，對促進澳門會議展覽業有很大
幫助，認為大橋長遠可為澳門帶來更多旅
客，促進澳門經濟發展。
他並預料會有部分過往因怕「暈船浪」
而不常到澳門玩的香港旅客日後會更常到
訪澳門。

港珠澳大橋通車雖然對澳門帶來好處，
但蕭志成亦指大橋可為澳門帶來的實際效
益仍有待觀察，「相信大橋通車會令部分
人更頻繁地來澳門玩，但大橋通車後的作
用究竟是分流，還是明顯促進人流較多要
之後才知道。」
他認為大橋通車初期未必會即時吸引太
多新旅客，相信大部分經大橋到澳門的旅
客均只是為到訪香港或珠海等地時順道到

澳門短暫停留。
去年有逾 3,200 萬旅客人次訪澳門，蕭志
成指有調查指澳門現時每年可接待約 3,200
萬人次，承載力已接近頂點，期望大橋通
車令交通時間縮短，可分流部分香港旅客
至非長假期時到訪。
他估計餐飲及零售等行業均會受惠於大
橋通車，但指博彩業對澳門的經濟貢獻十
分重要，認為澳門未來整體經濟況狀仍要

視乎博彩業發展。

促物流發展 經濟多元化
除人流外，促進物流亦是大橋興建目
的，蕭志成指大橋通車會令運輸成本下
降，認為如澳門政府可改善道路網絡，物
流業會是澳門未來可以發展的行業之一，
令澳門經濟更多元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澳門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