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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兩分鐘辦簽註 赴港隨到隨走
廣深港高鐵首迎客流高峰 列車滿員運行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報道：今
年十一黃金周，受到高速免費、門票
降價、高鐵線路增加等積極因素影響
，周邊遊、自駕遊成為家庭旅遊首選
，且性價比史上最高。其中高鐵自由
行成今年國慶新亮點，北京、西安、
南京、杭州人氣最高。

「以往我們去周邊目的地都是自
駕，高鐵線路增多以後，乘坐高鐵更
加經濟、舒適，成了我的首選。」作
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徐女士這樣說，
國慶他們預訂了高鐵自由行產品到上
海迪士尼遊玩。和她有一樣想法的遊
客在明顯增多。高鐵周邊遊成今年國
慶新亮點。

隨着內地高鐵網日益完善，圍繞

高鐵的一站式旅遊服務也越來越成熟
。攜程 「高鐵遊」頻道於近日全新上
線，推出1700款高鐵自由行產品。根
據截止9月28日的高鐵自由行預訂情況
，攜程旅遊數據顯示，國慶高鐵出遊
的前十大目的地分別為：北京、西安
、南京、杭州、廈門、武漢、武夷山
、長沙、天津、上海。

賞秋溫泉美食最熱門
遊客在國慶期間選擇高鐵出遊的

前十大出發地為：上海、北京、天津
、廣州、南京、杭州、深圳、寧波、
蘇州、蘭州。

此外，今年十一黃金周，全國高
速公路開啟免費通行模式，加上全國

314個知名景區降低門票價格或免費
開放，對於家庭旅遊是很大的利好，
不少客人今年捨遠求近，在長假選擇
了周邊遊。

根據攜程 「周邊遊平台」上數千
條周邊自駕遊套餐的預訂情況，9月28
日，攜程發布了內地國慶周邊遊十大
人氣目的地，無錫、杭州、北京是最
受青睞的周邊遊目的地。長三角地區
的常州、蘇州、安吉、東陽，華南區
域的廣州、珠海、佛山以舒適的氣候
、便捷的交通、豐富的酒店資源受到
客人喜愛。 「除了親子元素以外，秋
季產品中賞秋、溫泉、美食是三大最
熱門的主題。」攜程周邊遊負責人趙
俞介紹。

高鐵自由行成新亮點 京杭人氣高

30個 景區免費開放

48個 景區降價幅度20%至30%

29個

景區降價
幅度在30%
以上

【大公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為給遊客出行帶來更好體驗，陝西80家景
區在國慶黃金周前集體降價，鐵路運輸方
面將加開301列車運客。

陝西省物價局在 「十一」黃金周前夕
宣布，陝西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華清宮
、法門寺、黃帝陵、大雁塔、大慈恩寺、
乾陵、漢陽陵、西安碑林博物館、陝西牛
背梁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一批國有旅遊景
區門票價格下調，降價幅度在10%至20%
之間。截至目前，陝西降價國有旅遊景區
已達80個，另有4個免費開放。按降價景
區2017年購票人數計算，年減少遊客門票
支出約3.7億元人民幣。

西安鐵路局9月30日發布消息，整個
黃金周期間，西安局預計發送旅客450萬
人次。為緩解大客流，西安局將通過加開
列車、重聯運行、擴編運能等多種方式增
加運力，保障旅客出行。目前，預計將加
開西安至北京、峨眉山、寶雞等方向旅客
列車共301趟。

陝80景區降價
加開三百列車

【大公報訊】據參考消息網報道
：西媒稱，十一 「黃金周」期間赴美
旅遊的中國遊客將明顯少於2017年，
表明旅遊業也受到了中美貿易戰的影
響。

據埃菲社9月28日報道，全球機票
搜索網站天巡網的數據顯示，與2017
年十一同期相比，今年中國飛往美國

的機票預訂數量急劇下降42%，目前北
京與華盛頓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不斷
升級，連政治和軍事也受到了影響。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飛往美國的
遊客數量已經比去年下降16.7%，但是
在向來是中國出遊高峰的十一 「黃金
周」，這個下降速度在進一步加快。

今年7月，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就向

中國遊客警告赴美旅遊的多重風險，
當時特朗普政府已經對中國輸美產品
加徵首輪關稅。

旅遊網站攜程近日發布報告，預
計今年十一假期期間，內地將有近700
萬人次出境旅遊，再創新高。其中日
本首次成為首選地，泰國位居第二、
中國香港排在第三位。

西媒：貿戰致華客赴美銳減四成

▲9月30日晚，北京世貿巨型天幕上顯示 「
我愛你中國」 字樣迎國慶 中新社

廣深港高鐵迎來首個客流高峰。廣州
鐵路部門9月30日透露，當日從廣州南站
開往香港的所有列車基本滿員運行，僅該
站前往香港的旅客便達2萬人。至目前，
廣鐵集團已售出的國慶黃金周廣深港高鐵
車票超過37萬張，其中，終點為香港西
九龍的車票接近18萬張。為便利旅客赴
港，廣州南站對近200台自助機進行升級
，全部實現港澳台居住證和回鄉證購取票
，同時，赴港旅客售取票專窗也投入使用
。公安部門還在車站特設內地居民港澳通
行證簽註自助機，2分鐘可辦結證件續簽
，真正實現 「隨到隨走」 。

廣州南站每日始發和經停的列車達440多列，
是全國開行高鐵列車最多的高鐵車站。9月30日，
廣州南站從上午開始便迎來客流高峰。記者當日
下午看到，和往日相比，廣州南站一樓大廳往來
旅客明顯大幅增加。今年廣州南站的最大不同無
疑是廣深港高鐵開通，帶來的一系列新變化。其
中，持回鄉證和港澳居民居住證購取票的旅客明
顯增多。

已售18萬張直達香港車票
據廣州南站介紹，隨着國慶黃金周到來，搭高

鐵赴港旅遊大熱。9月30日，該站發往香港的列車
已基本滿員載客，10月1日車票早在2天前已銷售一
空。由於廣州南直達香港車票有限，不少旅客選擇

從深圳中轉。截至9月30日傍晚，廣鐵集團已
售出的國慶黃金周廣深港高鐵車票超

過37萬張，其中，終點為香
港西九龍的車票接近18

萬張。
「坐 地 鐵 來

廣州南站非常方
便，而高鐵到香

港時間不足1小時，
所以我總花費時間比往

常少了一半。」廣州市民郭姨在高鐵站告訴記者，
每月去一次香港成為她退休後雷打不動的安排。由
於這是她第一次乘坐廣深港高鐵，郭姨顯得額外興
奮。廣州白領小劉，在中秋假期已經體驗過廣深港
高鐵，國慶黃金周，他再次搭高鐵前往香港，以轉
飛機到國外旅遊。

所有赴港客都可走專用通道
為了便利旅客赴港，廣鐵在國慶假期前夕完

成了對車站設施的再次升級。目前，廣州南站購
取票自助機增至近200台，且已經全部實現支持港
澳台居住證、回鄉證和護照。當天，記者嘗試使
用一台自助機，點擊 「互聯網取票」，屏幕顯示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來往內地通行證或護照，
均可選擇。

設備的增加也緩解了高峰期排排隊購取票的現
象。記者看見，除部分地鐵接駁口附近排出10米左
右的隊伍，其他區域，每台設備排隊人數不超過5
人。同時，赴港旅客進站也十分順暢，在港澳台旅
客專用通道上，旅客魚貫而入，工作人員快速驗票
。記者了解到，該通道只要是赴港旅客，都可以通
過，而並不限定港澳台人士。

簽註自助設備設在東廣場
為了讓廣大旅客更順暢赴港，廣州南站及相

關部門相關服務可謂十分細心。9月30日，廣州南
站管委會向旅客發出通知，番禺區公安分局首次
在廣州南站投入使用 「簽註易」自助設備，設在
東廣場聯勤指揮中心。據介紹，最多只需2分鐘，
旅客便可在該設備上完成港澳通行證再次簽註全
部手續。這相當於將港澳通行證業務窗口搬到了
廣州南站。

「今後，旅客購買了車票卻忘記簽註證件導致
耽誤行程的情況，將可避免，同時，趕時間的旅客
，也可直接到廣州南站簽註通行證，真正做到赴港
『隨到隨走』。」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高 鐵 時 代
大公報記者 敖敏輝廣州報道

粵海陸空應對十一交通

▲9月30日，廣州南站赴港車全部滿員載客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9月30日，貴州貴陽火車站迎來客流高峰 中新社

▲9月30日，內地多地鐵路迎來客流高
峰。圖為在山西太原火車站，旅客排長
隊檢票進站 中新社

▲為方便赴港旅客進站，廣州南站啟用港澳台旅客專用通道，只要是赴港旅客均使用這一通道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廣鐵集團預計運送旅客
1780萬人次，同比增加150.5
萬人次，增長9.2%。為滿足需
求，廣鐵集團計劃加開高鐵列
車104趟，普速列車85趟，主
要集中在京廣、滬昆、廣深港
、杭深高鐵等熱門線路。

廣州白雲機場預計接送旅
客超140萬人次，起降航班
9200餘架次。南方航空計劃黃
金周期間增加50個航班，深圳
航空每日新增1班廣州─河內
航班；伊朗馬漢航空每周六新
增1班廣州─德黑蘭航班；越
南越捷航空每周二、四新增廣
州─河內航班各1班。

廣東海事局節前已對水上
觀光旅遊船、瓊州海峽客渡輪
、珠江口高速客船、渡口渡船
等重點船舶開展了安全隱患嚴
查行動，以確保長假期間水上
交通安全。

黃金周期間，廣東省車流
量預計將穩居中國榜首。廣東
省交通集團預計，高速公路車
流將增長12%左右。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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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站便利赴港措施
1

升級設備，全
部自助機實現
支持回鄉證、
港澳台居住證
購取票

2
投入港澳通行
證簽註自助機
，服務內地赴
港旅客

3
赴港旅客均可
專用通道進站
，並不限定港
澳台人士

4
乘車赴港指示
牌增多，標識
更顯眼

（記者敖敏輝整理）

314景區票價降幅分布
•截至8月29日，已有157個景區出

台措施

• 「十一」 前，還有157個景區將出
台措施

（來源：央視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