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貫通三地橋頭旅遊貫通三地橋頭旅遊

的新聯網的新聯網，，當中珠海西部發展潛力巨大當中珠海西部發展潛力巨大，，加加

上大橋香港段鄰近大嶼山區上大橋香港段鄰近大嶼山區，，香港迪士尼樂香港迪士尼樂

園及昂坪園及昂坪360360等大嶼山旅遊景點等大嶼山旅遊景點「「飲正頭啖飲正頭啖

湯湯」。」。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從珠海出發至香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從珠海出發至香

港的迪士尼首發團港的迪士尼首發團，，共共5050名珠海旅客參與名珠海旅客參與。。

有內地工程師特意參加旅行團有內地工程師特意參加旅行團，，目的是欣賞目的是欣賞

大橋的設計及其施工質素大橋的設計及其施工質素，，另有三位閨蜜帶另有三位閨蜜帶

同各自女兒一起到香港旅遊同各自女兒一起到香港旅遊。。有內地導遊表有內地導遊表

示示，，不少珠海人得知大橋通車後不少珠海人得知大橋通車後，，都紛紛要都紛紛要

求求「「坐車過橋坐車過橋」，」，認為未來會吸引三地旅遊認為未來會吸引三地旅遊

的交流的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楊佩韻

首班從珠海出發至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首發團昨晨7
時啟航，8時許在珠海至大橋連接路等候並成為

首班到場的旅行團，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
劉永基更在珠海口岸迎接他們到場。劉永基指出，樂
園是次聯同廣東省拱北口岸中國旅行社特別推出「港
珠澳大橋跨境巴士+香港迪士尼樂園遊樂套票」，以
499元人民幣起發售，限量100套反應熱烈。由於迪
士尼鄰近大橋，不少旅客均「期望飲頭啖湯」，因而
吸引更多粵西地區居民到樂園旅遊。

工程師：施工質素高 過關快
水電工程師梁先生表示，今次參加首發團是因為想
看看大橋的設計及施工質素，會特別留意抗風抗壓的
地方，他並指整個大橋的行程暢順及便捷，兩地過關
也很快，整體感覺良好，感到國家建造大型工程的能
力很好。他續說，曾看過有關大橋的資料，得悉當中
400個事項是申請國家專利，覺得很榮幸能體驗到這
個世紀工程，認為是送予新一代的禮物。
余太太與先生原本打算本周日(21日)到中山旅遊，
但早前從微信聽到朋友說港珠澳大橋24日開通當天
也有首發團到香港，所以特意留在珠海3天，昨日一
起參加首發團。她高興地說：「我非常期待大橋開
通！」因為這個基建對珠海、香港及澳門來說是很重
要的合作，不但能加強三地旅遊及交流機會，更向外
地展示我國的建設能力，整個過程很舒服，未來有機
會也會使用大橋到香港走走。她又很期待到香港迪士
尼樂園遊玩，體驗一下不同文化。

一家大細 親友團 搶先體驗
除了夫妻出遊外，大橋旅遊更是家庭旅遊的首選。
李太太特意一家三口一起參加首發團，更連4歲兒子
昨日上英語課都放棄，「因為國家世界領先的基建工
程當然要率先體驗」，她期望留有一個具有意義的回
憶。她續說，兒子在經過大橋時感到很興奮，而他們
也覺得香港海景很美麗，且可看到香港國際機場飛機
升降的情況，覺得是一個很特別、很好的體驗。
付志紅與兩名朋友各自帶同小孩參加首發團，她們
三人在同一個小區工作，在網上看到港珠澳大橋首發
團從珠海去香港，想率先感受一下中國最偉大的基
建，付志紅遂發起參加這個團的建議，朋友們一起支
持。她說：「我們三人都育有一名女兒，剛好女兒們
也是3歲，只是相差約1個月，覺得是很好的意
頭」，且能大家一起感受這個通車體驗也很特別。

需時「4粒鐘變40分」吸客利器
拱北口岸中旅導遊吳永雄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今次
港珠澳大橋首發團共有6團，包括兩團到香港迪士尼
樂園、兩團到昂坪360及東涌東薈城、兩團到尖沙咀
購物，形容反應熱烈，「報名開放兩天便全數爆
滿」。他續說，珠海市民都很期待大橋的開通，因為
到香港的時間縮短，如以往要花三四小時才到香港，
現時用大橋約40分鐘就能到達，且昨日實際體驗大
橋很流暢及通關過程很順利，覺得未來會吸引更多珠
海西部的旅客到香港，港人也會到珠海旅遊。
吳永雄明日也會負責帶一個珠海旅行團到香港轉乘
飛機至布吉，他指當團友知道港珠澳大橋昨日開通後
都紛紛要求旅行團要「坐車過橋」，「但當時大橋開
通消息未定，從珠海到香港的去程將會坐船到香港，
而回程時會從香港使用大橋回珠海」，可以見到珠海
朋友們多麼期待這座大橋。
他指出，大橋開通後兩地更為便利，相信會促進更多

商業及民間的文化交流，期望未來兩地發展愈來愈好。

刺激三地客流 大嶼先拔頭籌
記者直擊珠海往迪園首發團 旅客全程興奮

取道大橋「快靚正」200粵客首嚐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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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迎賓 海園套票應百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港珠澳大橋昨日正式通車營運，內
地旅客經大橋赴港澳旅遊熱情旋即引
爆。早上7時20分，由廣東「廣之旅」
組織的大型首發旅行團從廣州開拔，200
名遊客首日嚐鮮。廣東其他地市旅行社
亦紛紛組織遊客經大橋赴港。當日，有
香港景區遊客增幅在兩成以上。為了滿
足市場需求，各景區紛紛與旅行社、巴
士公司合作，便利內地遊客赴港。據港
珠澳大橋管理局統計，昨日通關旅客約
兩萬人。
當日的首發團中，最大參團者年齡超

過80歲，最小僅4歲。其中，既有提前
到內地等待大橋通車的港人，也有專門
回來見證歷史的海外華僑，來自廣東省
內廣州、東莞、中山、清遠、江門、珠
海等各市的居民則佔據大部分。

婆婆遊港體驗 遠勝10年前
來自廣州的譚女士，特意帶着84歲的
媽媽馮奶奶過來體驗。據馮奶奶介紹，
上次去香港還是10年前，當時坐車去到
深圳，過關再轉去香港，過程和手續比
較麻煩。「今次聽說大橋開通，很快就
可以到香港，而且可以看到大橋的靚
景，十分開心。」
口岸過關，譚女士和母親異常順利，

還空出不少時間拍照留念。在大橋上，
馮奶奶一路拍照一路觀賞，十分開心。
據了解，「廣之旅」圍繞港珠澳大橋
重新整合周邊旅遊資源，已上架12款產
品，分別針對珠三角本地客源和全國客

源，涵蓋香港、澳門以及兩地聯遊的跟
團遊和「點菜式」自由行套餐，產品天
數為1天至4天，價格從人民幣59元至
3,249元不等，其中更有同時體驗粵港澳
大灣區兩大重點工程港珠澳大橋和廣深
港高鐵的爆款「組合拳」產品，吸客眾
多。

旅客熱情高漲 名額日半賣晒
「廣之旅」粵港澳遊總部副總經理、

資深港澳遊專家李念陽女士介紹，作為
粵港澳大灣區內最重要的交通大動脈之
一，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將令區域內「一
小時經濟生活圈」得以實現，整個大灣
區將迎來同城化、一體化的嶄新時代，
並將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增長發揮重
大支撐作用。正由於港珠澳大橋通車意
義非凡，因此珠三角市民對於首發旅行
團熱情高漲，限量供應的首團200個名
額於36小時內即告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為本
港旅遊景點帶來不少商機。與
大橋香港口岸同樣位於大嶼山
的昂坪360，昨日有達1,500名
旅客由內地各省市出發、通過
大橋入境後到訪。昂坪360期
望，未來兩個月來自澳門及廣
東省的旅客會有10%增長，並
會繼續與大嶼山其他景點合
作，向珠海、江門及中山的旅
行社推廣合作旅遊產品，以吸
引即日遊及過夜旅客。
昂坪 360表示，昨天約有

1,500名旅客由珠海、江門、
中山、廣州、順德、佛山、陽
江、東莞及深圳出發，利用大
橋到訪昂坪360。公司董事總
經理關敏怡昨晨在東涌纜車
站，歡迎並派發紀念品予第一
團經大橋抵港後到訪、來自中

山的50人旅行團。
關敏怡引述取道大橋訪港旅

客選擇到訪昂坪360的原因，
是由於可從纜車高空俯瞰大橋
全貌。她希望旅客會繼續選擇
昂坪360為他們「落橋」來港
後的第一站，亦期望未來兩個
月來自澳門及廣東省的旅客會
有10%增長。

料澳粵客增一成
她提到，會繼續與大嶼山其

他景點合作，向珠海、江門及
中山的旅行社推廣合作旅遊產
品，以吸引即日遊及過夜旅
客，同時會與東涌東薈城商場
推出聯合推廣優惠，以吸引賓
客到大嶼山旅遊及購物，全方
位體驗大嶼山的不同魅力。
昂坪360指，由即日起至明
年3月31日經港珠澳大橋來港

旅客，只需向職員展
示在B6線巴士的昂坪
360車身廣告前拍下的
照片，便可以88折購
買任何纜車車票、套
票及360假期的導賞團
產品。
此外，賓客在購買以

上任何一款昂坪360產品
後，可額外多付88元，
於半年內無限次乘搭昂
坪纜車的標準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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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港
珠澳大橋昨天正式通車，海洋公園
亦迎來兩團共逾100名分別參加由
內地旅行社廣之旅及廣東省拱北口
岸中國旅行社舉辦之首發團、從廣
州和珠海乘搭直通巴士到達海園的
團友。海洋公園表示，未來數天將
再有來自廣州、珠海、江門及中山
的旅行團，陸續經大橋到訪海園。
兩個前來海園的首發團於昨日中

午相繼抵達，海園派出吉祥物「威
威」前來迎接。

團友：唔怕暈船 多咗選擇
來自珠海的團友陳先生表示，以

往來香港多乘船，小朋友容易感到
不適，現在可選擇陸路到來，旅途
更舒適，且海園的景點和體驗非常
適合小朋友，有直通巴士和旅遊套
票，會更多到來遊玩。

另一名來自廣州的團友伍女士表
示，經大橋來港的過程非常便捷順
利，約兩小時便到達海園，直指日
後的周末消閒節目多了一個選擇。
海園表示，於下月起與冠忠巴士

集團合作經大橋往返海園的直通巴
士路線，將會相繼開通。而兩款跨
境巴士車票連海園套票，亦會於本
月29日開售，為旅客提供更多元
化且優惠的旅遊選擇。

■旅客期待乘昂坪纜車俯瞰大橋。

記者於本周二下午到
珠海準備大橋通車首日
旅行團採訪事宜，珠海

市內交通較為繁忙，晚上8時許也有較多
私家車及巴士排滿長長車龍。據悉通車
前，珠海的旅行社代表均對市內交通較為
擔心，故決定於昨日提早至上午6時集合
並到大橋連接路，最後成功爭取為首架巴
士使用港珠澳大橋的旅行團，在珠海至大
橋的連接路更有職員向巴士敬禮。
在過橋期間，車內旅客都舉起手機拍照

或錄影，記下這最珍貴的歷史時刻，最記
得是當旅遊巴士駛到香港段時，眾多旅客
均驚歎香港海景、離島景色美麗，不停說
「你看這個島多麼美！」、「那邊有海也

有樹感覺很舒服」，而另一邊車窗則看到
香港國際機場飛機升降，他們都十分好奇
及爭先欣賞飛機的升降，感覺很新鮮。

更有旅客發現40分鐘便由珠海到香港，
笑說「好像未夠過癮就到了」，意指通車
時間很快。
惟記者亦發現有數個地方可作改善，如

珠海口岸過境後的候車大堂空氣較不流
通、香港旅檢大樓內商店設施指示未夠清
晰，可以多加改進令大橋服務更臻完善，
將更好的面貌呈現予大眾。至於香港旅檢
大樓位置都有數個「打卡位」，如地下流水設
計小花園及1樓的大橋觀賞位，有時間逗留
的話可以近距離看到飛機經過，絕對是另
一個旅遊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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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班從珠海出發至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首發團於早上首班從珠海出發至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首發團於早上
88時多抵達至大橋連接路時多抵達至大橋連接路。。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譚女士帶着84歲的母親體驗「坐車過
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大橋首發團開車前夕大橋首發團開車前夕。。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李太太一家三李太太一家三
口熱盼體驗國家口熱盼體驗國家
的超級工程的超級工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記者莫雪芝 攝攝

▲▲三位閨蜜帶同三位閨蜜帶同
各自女兒一起到各自女兒一起到
香港旅遊香港旅遊。。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記者莫雪芝 攝攝

■■海洋公園派出吉祥物海洋公園派出吉祥物「「威威威威」」迎接首發團迎接首發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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