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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脉”贯通 香江无遗憾

高铁香港段，自西九龙始，经油尖旺、深水埗、
葵青、荃湾及元朗，直抵深港皇岗分界。其全程 26公
里，均采用专用轨道，以地下隧道形式兴建，工程费
用估算达844亿港元。

在国家高铁已告别“四纵四横”、迈向“八纵八
横”的发展背景下，香港高铁明显慢了半拍。广深港
高铁两段，广深段已于2011年12月通车运营，香港段
2010年1月才开始建设，到开通时“迟到”已近7年。

国家高铁网络急速扩展，将欲在全国全县域覆
盖，香港“孤悬”其外，不能分享高铁之便捷、高效
和通达，香港同胞难免心急。“好事多磨”，如今竟
成，香港从此以短短的26公里共享国家2.5万公里高铁
建设成果，从高铁“孤岛”与国家同步走向“八纵八
横”，从特区政府到市民都深知其意义重大，对香港发
展和市民生活影响至深至远。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感慨说，广深港高铁
是一条打通香港与内地的全新的“大动脉”，标志着香
港正昂然迈进一个新里程，“前路尽在掌握，让香港再
创先河，展开全速前进的新一页。”

市民们更明白这是一项民生工程。香港回归祖国
以来，两地人流、物流频密，人们赴内地读书、就
业、生活，熙熙攘攘早已有时，坐飞机未必方便、准
时，从深圳转高铁未免折腾、费力。“坐着高铁去，畅行
新时代”，他们要体验高铁那“千里快哉风”的感觉。

利好全方位 市民“嗨”起来

到深圳福田14分钟、广州南47分钟，至武汉不到
5 小时、北京不到 9 小时；6 个短途站，38 个长途站，
长途列车每日开行 13对，短途列车平日和周末每日分
别开行70对和82对，高峰期每日开行114对……

时间“折叠”，空间“压缩”，平均每年为乘客节
省行程时间约 3900万小时，高铁开通对市民出行改变
之巨，直观而深刻。

香港同胞“钟意”高铁，有个现象颇具典型。尽
管在内地人们对高铁已司空见惯，但香港同胞每每搭
乘，都以为新鲜。他们总是要玩“见币立”的小游
戏，把一枚硬币竖放在高铁列车车窗下或座椅小桌板
上，看着它纹丝不动、稳立如山，总是忍不住感佩其
好，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他们乐此不疲，让记者时
常看到这样的帖子。

出行便利高效，尚不足以说明高铁对香港的意
义。交通连接增进两地连接，有助于促进香港与内地
各大城市间的交流，促进城市间发展优势的互补。特
区政府表示，香港的一些支柱产业，如金融服务、贸
易和专业服务等，将尤其受惠。

能让香港同胞更好地“走出去”，也能把内地同胞
更好地“请进来”。香港高铁西九龙站毗邻西九文化
区，正在兴建中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即将坐落于
此，高铁连接这一世界级综合文化艺术区，缔造协同
效应，香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大有可期。

高铁开通的外部效应同样辐射至就业及环境。港
铁公司介绍，铁路日常营运和维修、站内零售、餐饮
及车站管理和服务等，均会直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
会，为香港保持不到3%的失业率贡献“原力”。有利环
保方面，则更为显见。据特区相关部门测算，若每天
10万乘客全部选乘广深港高铁而非跨境巴士，每年可
减少约4700公吨二氧化碳排放。

中学生梁庭禧在参观西九龙高铁站时说：“这将是
历史一刻。”很多市民抢购车票，为的就是在开通日抢
搭首班车，“霸住位”。

“一地两检”加持 行走更从容

铁路发展翻新篇，市民开颜。广深港高铁连接口
岸设置及通关查验模式——“一地两检”的安排，则
进一步升级了香港同胞的高铁出行体验。

“一地两检”，顾名思义，就是旅客可在一个地方
（同一楼层） 完成出入境、清关和检验检疫手续。它免
去了乘客出发前和抵达后在不同地方办理跨境手续之
苦，极大地提升了出行效率；也卸下了在内地多个车
站都要设置出入境、清关和检验检疫机构之累，让高
铁运输、经济和社会效益得以最大化。

“一地两检”非创新性制度设计。类似的安排，某
些地区早已有之。而在即将开通的港珠澳大桥珠海/澳
门口岸，更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
模式，即旅客只需于查验通道排一次队便可分别完成
两地出入境手续。对香港来说，“一地两检”也非新鲜
事物。早在 2007 年，深圳湾口岸就已采取“一地两
检”，在深圳境内设立香港口岸区，让旅客一次性完成
两地的出入境查验手续，11年来运行高效顺畅，让两
地人流、物流享受到充分便利。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为的也是
让广大乘客充分享受快捷便利的服务，确保广深港高
铁香港段效益，及促进两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活
动，属势在必然。但因为实施“一地两地”的地点位
于香港特区，要设立内地口岸区，由内地依照内地法
律和相关政策实施管辖，则必须符合“一国两制”方
针和香港基本法，所以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

由香港特区提供立法保障。
为此，考虑香港特区和内地各有关方面提出的相

关意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12月27日表
决通过决定，批准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
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
安排》。其后，香港特区立法通过《广深港高铁 （一地
两检） 条例》并刊宪，“一地两检”在高铁香港段西九
龙实施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9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林积于西九龙站主持内地口
岸区启用仪式，内地派驻机构人员进驻西九龙站“内
地口岸区”工作，“一地两检”安排由此落实。

因为一个高铁站内设置不同口岸，不同口岸内实
行不同法律制度，为了加强市民对“一地两检”安排
的认识，减少乘客不必要的迷思，特区政府近日制作
了一份名为 《广深港高速铁路“一地两检”你要知 》
小册子。小册子回答了 8 个常见问题，对“内地口岸
区”发生罪案由谁处理，乘客有事求助打“110”还是

“999”，以及使用手机是否需要支付漫游费用等都有详
尽解释。

最大地底站 最美风景线

“西九龙站是贯通‘大动脉’的要冲位置”“以西
九龙站为核心的地区将成为香港旅游和文化新地标”。
张建宗在司长网志中自豪地写道。

高铁开通，新地标崛起，香港西九龙站不火都不
行。该车站占地约11公顷，总建筑楼面面积达40万平
方米，是世界最大地下铁路站。其大部分车站设施，
包括票务大堂、查验区、离港乘客候车区和月台均设
于地底，所腾出的土地用以发展总面积高达6公顷的公
共空间和绿化步行区。

前两日参观过西九龙站的市民，也无不赞好。“又
阔又有‘高科技’，好靓。”见惯了地铁站的深圳市民
韩先生都大发感慨。

张建宗介绍说，西九龙站设计可谓匠心独运。站
顶采用流线型玻璃天幕设计，由 4000多块不规则的玻
璃组成，并以多条巨型支柱支撑，让旅客在站内亦可
欣赏到维多利亚港的醉人景致。而车站采用的双层玻
璃设计也可以大量引入自然光源，减少传热，提升能
源效益，充分体现了“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

香港报章已经整理出车站“打卡指南”，提醒市民
“必游之地”。其中一个就是可容纳数百人的西九龙站
天幕顶“天空走廊”。观赏烟花的绝佳位置、闲适休憩
的城市绿洲，西九龙站的美丽超出了人们的期待。

将要行驶在高铁香港段上的列车也不一般。高铁
车身设计，以银色为主调，配以红色和白色波浪作鲜
明点缀，加上车头两侧的橙色弧形纹，象征中国飞
龙，寓意承传中华传统。其“动感号”的名字，伫立
其旁便已觉得名副其实。

香港首批高铁司机、28 岁的叶紫珊说，自己第一
次驾驶“动感号”时很兴奋，当第一次让列车时速加
到200公里时，“心跳和车速一样”。同市民一样，她期
待高铁开通日早点到来。他们也将收获更多的欣喜、
更多更美好的体验。

香港将迈入高铁新时代
本报记者 张庆波

“走，去买飞（买票）！”9月10日一大早，香港高铁西九
龙站已是人头攒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车票提前发售，人们蜂
拥而至，竞相“扫票”，更有市民提前两天排队，就为坐上首
班车取个“好意头”。一天下来，6500张高铁票售出，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反应热烈”。

已将坐高铁出行视作常态、融入生活的人们，不难体会香
港同胞近日的兴奋。从2000年发布《铁路发展策略2000》，提
出建设区域快线，到 2018 年 9 月 23 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
车，香港26公里长的铁路线终于连接至国家2.5万公里长的高
铁网络之上。等了19年，出行历史将要刷新，同胞们难以遮
掩的期待之情正在各自脸上溢满，在香港的各种报章媒体上吐
露，在西九龙站长长的排队买票队伍里集中呈现。

前两天，香港高铁西九龙站投入使用前举行开放日，人们
也是摩肩接踵、纷至沓来，看着大气壮观的车站建筑、精致体
贴的站内设施，体验买票、安检、出入境全过程，对搭乘“动
感号”奔赴祖国各地展开想象。活动期间，考虑观众安全等因
素，港铁没有开放车站月台及“动感号”列车，很多人还为此
感到遗憾甚或“不满”，对高铁正式开通已是期待更盛了。

距离 8月 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
不足月，设立在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旁的岛
内一座“慰安妇”铜像，就照出了某些人
无底线媚日的奴才相。

日本极右派团体近日前往台南递交
“质问状”，要求和国民党台南党部针对
“慰安妇”事件辩论，其中叫藤井实彦的
日本人作势脚踢“慰安妇”铜像并拍照留
念。该镜头在岛内电视新闻中播出后引爆
民愤，但就在民众抗议示威要求道歉之
际，此人却已安然离岛，民进党当局至今
未见表态。

这让人联想起岛内另一座铜像的待
遇。一年多前日据时期水利工程师八田与
一铜像遭“斩首”，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
火速要求侦办并限时修复，更亲自用日文
写信，向日方“汇报请罪”，还称该破坏
性行为反而会让台日关系更加稳固。

两相对照，观者心寒：藤井实彦“踹
慰安妇”台当局垂手无言，台湾人砍八田
与一铜像，赖清德立马成立项目小组逮捕
台湾人，还写信向日本人道歉！

台南“慰安妇”铜像树立后，民进党
当局第一时间向日本撇清，称这是“民间
团体的自发行动”，与己无干。而台“驻
日代表”谢长廷更在脸书发文，中日文并
列地批判台湾的“中国政党”（国民党）
主导设置“慰安妇”铜像，意在破坏台日
关系。

民进党上台以来，修台中神社，推媚
日教科书，挖空心思为日本殖民统治高唱
赞歌，频频对日表忠心。不但“驻日代
表”是“助日代表”，民进党当局更仿佛
专注服务日本政府，却置岛内民众于不
顾，从立场到做派，非奴颜媚骨无以形
容。

同样是受灾，民进党当局对南台湾暴
雨灾民冷酷无情，对日本却殷勤送暖。受
台风影响滞留日本的大批台湾旅客，“在
漫天风雨里望着你远去，竟难过得不能自
已”，致电“台驻日代表处”求助，只换
得冷漠回应。就在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游客
不管不问之时，蔡英文却在社交平台转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推文，称作为日本的
好朋友，台湾会持续支持日本，“帮助日
本渡过难关”，何等积极热情。

一面是神隐，一面是殷勤。打个不恰
当的比方，日本好像才是台当局的血亲，
要好心好意地服侍。岛内民众倒成了路边
捡的孩子，爹不疼妈不爱。有台湾民众吐
槽，蔡当局与南台湾的距离，比到日本还
遥远。

蔡英文上台后，奉行“亲美媚日抗
中”政策，意图挟洋自重对抗中国大陆。

为了向日本献媚，不惜自践身价，做了不
少伤害岛内民众的事。

比如谢长廷竟不顾岛内民众健康，鼓
励台湾进口日本核灾区食品。台渔船遭日
水炮驱赶，谢还站在日本立场上，反称自
家渔民“神出鬼没”“难以保护”。有渔船
在冲之鸟海域被日方扣捕，他便以“军舰
护渔等于对美日宣战”主动投降。民进党
当局更在冲之鸟“是岛是礁”问题上“不
持立场”，将渔权向日本拱手相让。

今时今日，民进党当局在全台首座
“慰安妇”铜像一事上再次站在日本一
边。面对历史伤痛，言必称“转型正义”
的民进党当局，何以只紧盯着“白色恐
怖”，却在“慰安妇”等问题上扭曲事
实，故意采用双重标准？为了排除异己喊
打喊杀，为了政党私利牺牲全台，选择性
的虚假正义，离正义何止万里？

“慰安妇”铜像照出民进党奴性
张 盼

港 台 腔

本报济源9月11日电（记者张盼）“小康路上·看
乡村振兴”两岸媒体走进太行联合采访活动11日在河
南济源市启动。本次联合采访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为主线，通过实地采访脱贫致富太行山村，见证村庄
发展新貌；深入王屋山、红旗渠，学习和弘扬愚公移
山精神、红旗渠精神；领略王屋山、云台山、万仙山
瑰丽奇绝的自然风光，体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

采访活动将持续至本月 15日，共有两岸媒体记者
20余人参与。

本报厦门9月11日电（徐林、林晓蕾） 以“两岸
一家亲·共圆中国梦”为主题的2018海峡两岸 （厦门）
乐活节近日在厦门市海沧区开幕。

厦门市委常委、海沧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书记林文
生在致辞中表示，厦门自古就是通商裕国的口岸，也
是开放合作的门户，更是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
程中的一个生动的缩影。今年的乐活节以“赞颂改革开
放·欢享盛世乐活”为主题，就是要与大家共叙两岸亲
情，共享发展机遇，共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年的乐活节由一场开幕式+一场学者论坛+“乐
善、乐业、乐艺、乐动”四个板块共34个分项活动组
成，活动将持续至12月。

活动期间，第九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展、海峡两
岸工艺精品展、两岸学者海沧行、“海沧工匠”2018风
采展等多项活动，通过聚焦海沧城乡发展，向社会各
界展示海沧区新发展、新风貌、新成就，展示改革开
放40年的伟大成果。

厦门举办两岸乐活节

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刘恩黎）“港渝对画——香
港·重庆少儿美术交流展”日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举行，展览精选了200余幅两地少年儿童的优秀画作，
以文化互动的形式进行艺术交流。

此次美术交流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重庆联
络处、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
办公室等共同举办。展览分为“故乡风情”“品味记
忆”“感悟自然”及“畅想未来”四个部分，以少年儿
童视角描绘港渝两地人文风情和城市风貌。

策展人周樱介绍说，此次展出的画作出自两地3岁
到16岁的孩童之手，展览如同显微镜，从独特角度展
现了两地丰富的文化元素。

重庆市文化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艺术交
流增进渝港两地彼此了解，共建友谊的艺术平台，让
两地联系更紧密。

港渝少儿美术展重庆举行港渝少儿美术展重庆举行

图为启动仪式上，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代表一
同倾注彩沙。 郑伟明摄

两岸媒体走进太行山区两岸媒体走进太行山区

图为两岸记者在济源市王屋镇柏木洼村采访当地
村民。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图为两岸记者在济源市王屋镇柏木洼村采访当地
村民。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欢） 中国银行业统一移
动支付工具——银联云闪付手机应用程序 （APP） 9月
10日落地香港和澳门。银联国际首席执行官蔡剑波在
发布会上表示，云闪付 APP实现了内地与港澳跨境移
动支付的双向互联互通，可以进一步丰富港澳居民的
跨境移动支付选择，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
圈”提供便捷服务。

自本月起，港澳居民即可以使用本地手机号码注
册使用下载的云闪付 APP，云闪付 APP 可以绑定和管
理本地多家银行的各类银联卡账户，如：信用卡、借
记卡、预付费卡。完成这些操作，港澳居民就能够通
过云闪付APP完成本地或跨境的银联二维码支付。

据银联国际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刘恒介绍，内地已
有750万家商户支持云闪付APP，港澳地区也有数千家
店铺支持银联扫码支付，年底前还将有逾万家商户开
通银联二维码支付。目前，云闪付 APP在大湾区的应
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涵盖了零售、餐饮、景点、娱
乐、住宿、交通等多个领域。

蔡剑波介绍说，未来银联还将以云闪付 APP 为依
托，持续提升大湾区的移动支付服务水平。具体措施
包括：拓展云闪付 APP的使用范围，支持大湾区流动
支付无障碍示范区建设；拓展大湾区跨境交通场景建
设和完善大湾区跨境日常消费支付服务等。

银联云闪付APP落地港澳银联云闪付APP落地港澳

图为西九龙站内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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