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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9萬人過大橋再創新高
兩萬旅團客未登記 旅遊運輸業大失預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珠

澳大橋通車後迎來第二個周日，出

入境旅客數字再創新高。截至昨晚

8時全日已有逾9萬人次經港珠澳大

橋出入境，當中包括最少兩萬名是

參加了未經登記旅行團的旅客。不

過，口岸排隊候車情況就一度出現

混亂，俗稱金巴的港珠澳大橋穿梭

巴士及跨境直通巴士公司要臨時加

開班次應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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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遊客激增 搭纜車等兩句鐘

入境處表示，昨日截至晚上 8 時有
90,855 名旅客經港珠澳大橋進出香

港，當中包括49,750名入境旅客及41,105
名出境旅客，數字較前日的78,281人次再增
加16%，創大橋通車以來新高。

未登記或違法 團友無保障
香港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業
界原先預料昨日經大橋出入境的旅行團團友
數目為約1.4萬人，結果昨日的人流量遠較
預期多，估計當中有最少兩萬人是參加了未
有預先登記的旅行團，令旅遊業及運輸業界
大失預算。他指正規旅行團在入境香港前要
預先登記，組織有關旅行團的公司可能違
法，其團友亦沒有保障。
當局特地將旅檢大樓外最右面原本供直通
巴上客的位置劃為專門供旅行團使用的上車
位置，並加派人手在現場維持秩序，金巴及
跨境直通巴公司需加開班次應付人流。

候車安排仍有改善空間
不過，昨日的候車情況一
度出現混亂，香港導遊王先
生於傍晚帶一個內地團乘俗
稱金巴的港珠澳大橋穿梭巴
士返回珠海，他認為現場的
候車安排仍有改善空間，
「由旅檢大樓通往登車處的

排隊位置太闊，同一個位置可能有幾支旅行團
的旗，很多旅客不理指示一直衝，甚至打
尖。」不過，他指現場情況已較通車後首個周
末有所改善，但認為旅行團數目眾多的情況下
出現有關問題是可以理解。
一個來自東莞、約有50名團員的旅行
團，昨日傍晚在旅檢大樓內集齊人後原本可
排隊登車，但過程中有近半數人走失，餘下
的人被迫要在差不多可登車時離開排隊位
置，領隊要在隊旁將走失的旅客逐人帶出隊
伍，待人齊後再上車。

旅行團成員莫先生指
出，昨日的行程絕不愉
快，「中午食完飯後就一
直在排隊，由珠海過關，
到排隊及香港入境等車各
用差不多1小時，之後只
是在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自

由活動，參觀半小時便回程。」他形容排隊
等車回珠海過關的安排十分混亂，並指如知
道會遇上有關情況，即使是免費也不會參加
旅行團參觀大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珠澳大
橋昨日迎來通車後的第二個星期日。在東

涌等候接駁巴士B6線前往香港口岸的人
龍，延伸至東薈城對開的露天廣場，大部
分是內地旅客。由於不少旅客在大橋啟用
後，選擇前往大嶼山遊覽，令位於東涌的
昂坪360纜車站，也有大批旅客排隊等候
乘搭纜車，高峰期時需等候達兩小時。

商場逼爆 食肆滿座
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令三地居民往返更
為方便，不少來自內地及澳門的旅客，均
利用大橋來港，東涌就成為他們其中一個
旅遊熱點，連日來人流大增。
東涌大型商場東薈城的客流比以往假日

明顯增加，多間店舖出現人潮，通道擠
擁，超級市場貨架上部分牌子的奶粉被掃
清，結賬櫃位出現人龍，食肆同樣座無虛
席。東涌港鐵站外的公共空間坐滿人，部
分旅客更帶同行李席地而坐。

旅客不滿 巴士人多
在昂坪360纜車站的售票大堂，昨日下午

起旅客源源不絕湧到，昂坪360將已訂票及
未買票的旅客分開排隊，但兩條隊伍均經
天橋延伸至地面。有職員表示，以往假日
排隊約一小時便可上車，但昨日需一個半
至兩小時，有旅客不滿排隊時間太長。昂

坪360發言人表示，昨日旅客人次最高峰時
段約為下午1時。由於團體及持換票證的賓
客較多，昂坪360已作出相應的賓客分流措
施，以平衡不同賓客的等候時間。
東涌港鐵站外的巴士站下午也出現等候

前往香港口岸B6線巴士的人潮，巴士公司
需加開多班特別車接載乘客。有內地旅行
團旅客表示，並無預料到這麽多人排隊，
等候1小時還未能上車，過程非常辛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離島區議員周浩鼎
表示，大量旅客聚集，已影響附近居民出
入，認為巴士站的選址並不合適，建議政
府將巴士站遷往附近昂坪360的巴士總站。

特意體驗 東涌購物
季先生：我特地與太太經
港珠澳大橋來體驗下，並到
了東涌那邊購物，全程不論

是過關、等金巴還是在東涌購物均十分多
人，所以決定在繁忙時間開始前趕回珠海，
免得與其他旅客一同擁擠。

首次過橋 避開高峰
陳小姐：我首次經港珠澳
大橋來香港，因為之前看新
聞見上星期人龍很長，所以

未夠4時便將回程，以避開出境高峰期。我
平日也不時過來購物，一般都是即日來回，
一早來到，在晚上9時前離開回程。

調整行程 提早過關
王小姐：今次來香港的目
的是體驗港珠澳大橋，出發
前知道上星期因人多而出現

混亂，金巴的等候時間極長，有朋友更深受
其害，但這也沒影響我來港決心，只是稍為
調動行程，提早於晚上8時過關，並早點回
去，避過人潮最多的時間。

解決排隊滿意安排
熊小姐：上星期排隊等金
巴的情況的確十分混亂，但
見政府與相關業界已即時想

辦法解決問題，所以這次也繼續在黃昏繁忙
時間出發乘車到珠海玩，現場情況是車等
人，我認為相關安排十分滿意。

即日來回 秩序良好
梁小姐：我也是選擇即日
來回，之前在新聞知道上星
期日有大批旅客經港珠澳大

橋出入境，等車時間極長。不過，以我所
見，人流並沒有預期中多，整體秩序良好。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港珠澳大橋通車
後首個周日有大批
旅客迫在傍晚時分

乘俗稱金巴的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前往
珠海或澳門，部分旅客更花上兩三個小
時候車，運輸署汲取教訓後協調運輸業
界及旅遊業界合作，提升金巴的運載能
力，並將旅行團及一般個人遊旅客分
流，個人旅客昨日即使在繁忙時間過
關，亦不用排隊便能上車。
跨境直通巴公司昨日開始為旅行團提

供預訂的穿梭巴士服務，接載旅客由大
橋香港口岸前往珠海。有澳門旅行團見
上星期日的排隊情況後亦選擇用有關服
務，繞道珠海再返回澳門，其領隊梁先
生說：「原本預計旅行團會有200人參

與，但最終有一半旅客因為怕人多而退
團。」他指昨日出境只要集齊人便可上
車，過程十分順暢。

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副理事長陳宗彝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跨境巴士業界
昨日共接載了2,500名有預約的旅客，剩
餘的運力亦有用來協助金巴疏導人流。他
指旅行社要預先安排行程，部分旅行團今
個星期或未能趕及更改行程，預料下星期
會有更多旅行團使用有關服務。
當局將旅行團及個人遊旅客分流後，

個人遊旅客排隊等候金巴的時間亦大幅
縮短。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大橋香港
口岸觀察所見，即使在下午4時半至9
時的繁忙時間，往珠海或澳門的旅客均
不用排隊便能上車。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傍晚到場巡
視，指金巴昨日額外增加了60輛巴士，
現場未見排隊人龍，甚至有「車等人」的
情況，認為新措施有成效。對於有議員
關注接駁大橋與東涌的巴士排隊人龍對
東涌居民造成影響，他指當局會研究有
關輪候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回程候車逼爆 分流散客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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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王先生導遊王先生

■■旅客莫先生旅客莫先生

■■截至昨晚截至昨晚88時時，，共有逾共有逾99萬名旅客經港珠澳大橋萬名旅客經港珠澳大橋
進出本港進出本港。。圖為昨晚圖為昨晚99時許時許，，大橋香港口岸仍有大橋香港口岸仍有
大量遊客等候上車大量遊客等候上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運輸署採取分流措施解決滯留候車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搭乘B6的車站現人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港珠澳大橋迎來通車後第二個周日，經大
橋來港的遊客較上星期更多，加上旅客的出
入境時間集中，高峰期「塞爆」東涌。人流
多固然顯示大橋發揮促進大灣區人員往來的
巨大作用，但亦顯示有必要加強香港與內地
合作，用好管好大橋，安排好訪港旅行團，
讓旅客在出入境時間、在港逗留地點等方面
進行分流，既保障本地居民生活不受干擾，
也提升旅客來港遊玩購物的體驗。

港珠澳大橋在剛過去的周末、周日迎來人
潮考驗。周六全日8.68萬人次出入境創下新
高，周日截至晚上8點，香港口岸出入境已突
破9萬人次。吸取了上周人滿為患的教訓，本
港對這個周六日的人潮有所準備，除了增加
俗稱「金巴」的穿梭巴士車次之外，還增加
直通巴士，疏導旅行團的人潮。昨日所見，
措施有明顯成效，旅客在口岸等待巴士的時
間和秩序有所改善。但是，有大量經大橋來
港的旅行團，集中在東涌一帶活動，來往東
涌至大橋香港口岸的巴士大排長龍，亦對東
涌居民的生活構成干擾。

總結過往兩個周末的經驗，最大的問題
是，使用大橋來港的旅行團，時間和地點都
過分集中。第一，旅行團多選擇在周六日的
上午來港、傍晚離港，令大橋的接駁交通不
勝負荷；第二，旅行團來港後集中遊玩東涌
市中心一帶，「塞爆」昂坪360纜車、東薈
城等旅遊購物點。結果，無論旅客還是當地
居民，均怨聲載道。旅客不滿來港一日，大

部分時間都消耗在排隊上，東涌居民則抱
怨，旅客過多導致噪音和衛生問題，不少居
民無奈選擇到本港其他地區暫避。

只有約25平方公里的東涌新市鎮，一下子
湧入數萬名旅客，肯定容納不了，不勝負
荷，若不妥善處理，被人利用炒作，很可能
重演過去「光復上水」的輿論熱點。因此，
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東涌旅客過多的問題。一
方面，政府有關部門需與內地旅遊部門溝
通，從旅客源頭掌握情況，主動做好旅客來
港的規劃，分配好出團時間和遊覽路線；另
一方面，大批旅客 聚集在東涌，其中一個原
因是沒有足夠的交通工具疏導他們去其他地
區。目前本港可以經港珠澳大橋的跨境巴士
配額總共有400個，但實際只有約200架巴士
投入服務，如果能夠盡快開通更多巴士使用
大橋，直接將旅客送往各區，「塞爆」東涌
的情況應該會明顯改善。

港珠澳大橋被譽為「新世界七大奇跡」之
一，旅客想在大橋開通初期「嘗鮮」，一睹
偉大建築的雄姿，心情可以理解，但要避免
旅客「一窩蜂」式來港，給三地民眾帶來不
便。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強調，要用好管好
大橋，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港珠澳大橋的作用是促成港珠澳「一小時生
活圈」的形成，便利三地民眾，要實現這個
目標，需要三地政府加強溝通，做好交通、
人員來往的管理，真正令大橋造福三地民
眾。

用好管好大橋 加強協調分流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今日開幕。在全球貿易保

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下，中國舉辦前所未有的大型進博
會，世界各國企業雲集參展，彰顯中國對外開放的自
信和誠意，讓全球企業分享中國龐大市場和改革開放
紅利，推動全球經貿互利合作，有利於滿足中國民眾
日益提升的消費需求，銳意改善民生。通過開放市
場、增強競爭，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加快經濟由出口
驅動向消費拉動轉型，促進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
大經濟體，並以巨大的市場拉動全球貿易發展，成為
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1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達到30％。中國是世界第二大進口國，
2017年進口額達到1.84萬億美元。中國目前有3億多
中產消費者，未來10年到20年，將擁有6億多中產
消費者，是美國消費者的兩倍，是歐盟的3倍。中國
未來5年將進口10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對外國企
業來說是巨大的機會。進博會的舉辦，意味全球企業
將分享到更多「中國紅利」。

此次進博會吸引了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0多
家企業，有超過5000件展品在中國市場首秀。美
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的先進企業踴躍參展，爭
相以最新的產品和服務吸引中國採購商和消費者，在
龐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

今年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
支持非洲國家參加進博會，免除非洲最不發達國家參
展費用。此次進博會有非洲30多個國家的產品，體
現了進博會讓貿易惠及所有國家和人民的目標，以及
中國應對當前全球變局的責任擔當。而中國海關、財
政等部門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為擴大進口「清

障減負」，推動更多國外優質商品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經濟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中國民眾對生活品質

的要求也不斷提高，中國消費者到海外搶購各種產品
時有所聞。此次進博會，各國參展企業帶來質量優良、
各具特色的產品，既有優質農產品和食品，也有最先進
的智能高端裝備，從高達近2億元人民幣的直升機，到
普通的辣椒醬、芒果乾，包羅萬象，應有盡有，中國
消費者和企業不出國門，就能體驗全球質優價廉的產
品，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福利，未來這些貨物進口常態
化，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訴求必將獲得極大滿足。

進博會的召開，不僅有助於中國及全球的貿易平
衡，推動全球經貿合作，也有利於中國的消費升級和
產業升級。總理李克強在2018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
致辭時指出，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
60%，中國經濟增長的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而生產和消費脫節，正是中國經濟亟待突破的瓶頸。
中央一再強調的供給側改革，目的正是要推動消費升
級和產業升級。隨着全球先進消費模式與優質商品進
入中國，必然倒逼中國企業加速改革升級，從中外合
作中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進博會的舉辦，將助推中國進一步加大市場開放，
在知識產權保護、金融等各領域形成「以開放促改
革」新格局，為全球商品進入中國營造更加良好的環
境，推動中國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變，
中國的發展將與世界聯繫得更加緊密，也更加穩健。

國家進一步開放，香港作為聯繫國家和世界的橋樑
角色可以得到進一步鞏固，香港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獨
有優勢，包括把更多現代服務業引入內地，勇於擔當
新時代的參與者和建設者，把握好發展的新機遇。

中國以開放促合作 加速升級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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