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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0月22日电（记者郭鑫） 澳门
海关 21日晚表示，各方面工作已准备就绪，迎
接港珠澳大桥通车。

澳门海关表示，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设
计、功能及通关模式等，均有别于目前澳门各
陆路口岸，为此澳门海关特别进行宣传介绍，
让市民、旅客及进出口岸人员尽早了解，以享
用便捷的通关服务。

澳门目前各口岸的通关模式是首先接受证
件查验，再进入海关关检区域。澳门海关为配
合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
行”的创新通关模式，对出境旅客的检查流程
作出了调整：出境旅客首先进入出境大堂的安
全检查区域，接受保安人员安全检查，然后会
通过海关关检区域，最后再进入证件查验区接
受证件查验，完成整个通关程序。

在入境方面，与目前的通关模式相同，即旅
客首先接受证件查验，然后通过海关关检区域。
在关检设备方面，澳门海关配置了多种检查系统
新型设备，以更有效地执行海关的关检职责。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共设有 36条出入境车
道，其中 14条车道已安装了新一代“车辆自动
通关系统”，预计每日可处理通关车流量不少于
2.1万辆次。此外，澳门海关在珠澳边界线旁设
置了车辆识别区域及管理系统，并由海关派员
在识别区域旁驻守监察进入澳门口岸的车辆。
当车辆进入入境车辆识别区域时，如车辆具备
入境条件，通过系统识别后，车道闸杆会自动
升起，予以放行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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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游客多曾有“香港电子支付
慢半拍”的感觉，但“十一”以后赴
港的游客恐怕得感慨“士别三日当刮
目相看”。这个黄金周前夕，香港推
出“转数快”快速支付系统。香港金
管局总裁陈德霖形容，这一新型支付
系统功能之强大便利，将让香港进入

“移动支付新纪元”。

打通银行和电子钱包

9 月 30 日，“转数快”系统在港
正式开通。陈德霖在开通仪式上说，

“转数快”让香港市民以手机号码、
电邮地址或“转数快”识别码作为收
款人的识别代号，在各自的网上银行
及电子钱包上进行跨平台支付或转
账，支持港元和人民币交易。

“转数快”究竟有多方便？它不
是一个手机软件，也不用下载程式，
而是一个系统，用户只需登入网上银
行或任何电子钱包，输入收款人的手
机号码、支付金额，便可以即时转
账。

“转数快”不是支付宝和微信的
竞争对手，而是将它们整合到了一
起。有了“转数快”，本来互为“绝
缘体”的香港微信钱包、支付宝香
港、八达通之间也可以相互转账。目
前，香港微信钱包和支付宝香港都已
作为储值支付工具加入了此系统，可
以与香港本地银行互相转账。

这个小额实时支付平台还支持二
维码转账。香港金管局和香港银行同
业结算有限公司同时推出了免费的

“香港共用二维码”，令商户可以将不
同支付营运商的二维码整合成为一个

综合二维码，更安全、简单、低成本
地进行电子支付。

市场人士表示，“转数快”比起
其他移动支付的最大优势，就是打通
了银行和电子钱包公司的界限，支持
各银行户口和电子钱包之间“7天24
小时”、免费、秒级到账的转账服务。

加速改变港人支付习惯

据香港金管局介绍，“转数快”
开通后运转顺畅，首日即录得超过5
万宗交易，交易金额超过 2 亿港元，
其中有160万元人民币。

香港在电子支付起步较晚，一大
原因是香港人习惯于现金、信用卡和
八达通等支付方式，部分商户则不愿
多花钱安装电子支付收费设备。但

“转数快”以其强大功能和便捷性
能，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中银香港副总裁龚杨恩慈表示，
“转数快”的开通，将加快香港移动
支付发展步伐，市民及商户的支付习
惯和模式也会逐步改变。汇丰香港工
商金融主管赵民忠说，在与 1000 多
家商户接触的过程中，所有商户表示
都对“转数快”有兴趣，目前商户使
用“转数快”不需要手续费，加上收
款速度快，体验良好，相信会有更多
人加入使用，之后如果收取手续费
用，也会是合理水平。

首批 21 家银行和 10 家储值支付
工具运营商加入了“转数快”系统，
多家银行推出优惠，吸引客户登记使
用，除了基本登记奖赏之外，有银行
还送出双人来回日本机票，甚至百万
元信用卡签账额大抽奖。

智慧城市建设写新篇

本届香港政府将打造智慧城市作
为施政重点之一，“转数快”正是这
一思路的具体成果。在科技深刻影响
经济生活的时代，香港必须在金融领
域加强创新，提升服务体验，才能让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转
数快”应运而生，来得及时而必要。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
示，“转数快”是一项国际级的金融
基建，是全球第一个提供跨银行、跨
电子钱包、全天候运作的即时现金转
付平台。会鼓励特区政府部门积极探
讨如何利用“转数快”，方便市民缴
交各样政府账单或费用。比如，汇丰

银行已宣布与香港电灯有限公司 （港
灯） 合作，客户可透过“转数快”即
时缴交电费。

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近年来
锐意推动创新科技，“转数快”不但
利民便民，更展示了如何善用金融
科技，促进香港金融科技中心的发
展。接下来金融业的另一个焦点就
是虚拟银行，金管局目前已接获约
30 个虚拟银行牌照申请，预计今年
底或明年初便可发出首批牌照，此
举将提升香港作为智慧型国际金融
中心的层次。

“转数快”的上线彰显了香港金
融科技创新的活力，让香港朝着现
代、友好、方便的智慧城市又走近了
一步。

金融创新“转速快”

香港移动支付进入2.0时代
本报记者 王 平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汪
灵犀） 21 日台湾一列车发生出轨翻
覆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大陆有关方面
高度关切。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
系协会负责人向事故中罹难的同胞表
达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同
胞表达诚挚慰问。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22 日
中午也发表慰问信，向台湾列车出轨
事故伤亡乡亲同胞表达哀悼和慰问。

本报台北10月22日电（记者张
盼、孙立极）台铁6432次普悠玛列车
出轨事故，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发
布的最新统计，事故已致 18 人死亡、
190人受伤，其中两位大陆配偶受伤。

台铁 6432 次普悠玛列车 21 日下
午 4 时 50 分发生出轨意外，22 日中
午已结束现场搜救。在事故造成伤患
名单中，一名 44 岁姚姓女士籍贯福

建，伤势严重，目前仍在加护病房。
另一位籍贯湖南的 55 岁潭姓女士已
经出院。

事故原因初步判断是转弯时超
速，但造成超速的原因跟责任所在，
尚需进一步调查。台行政机构“1021
铁路事故行政调查小组”召集人吴泽
成对外界称，出事现场的转弯半径约
300米，规定速率为时速75公里，但
发生意外时，时速高达将近 140 公
里。至于到底是人为还是机器的因素
造成超速，则还需继续了解。

据台湾铁路局介绍，事故列车车
龄6年，去年刚完成保养及检修。经
台湾铁路管理局连夜抢修，22日5时
12 分，台铁西线已抢通，恢复单线
双向通车。目前人员赔偿等善后工作
正在进行中。未来普悠玛要在标准速
度上检讨，看是否需要降低速度。

台铁出轨事故已致18死190伤

国台办海协会等表达哀悼慰问

本报香港10月22日电（记者张
庆波） 香港邮政 22 日宣布推出一套
以“港珠澳大桥”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
关集邮品，自10月30日起开始发售。

港珠澳大桥东连香港特别行政
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为庆祝大桥即将开通，香港邮
政特别发行一套四枚邮票及一张邮票
小型张。这套四枚邮票以港珠澳大桥
的中英文名称为设计重点，分别印有
代表香港的 H 和“港”字 （二元）、
代表珠海的 Z 和“珠”字 （三元七
角）、代表澳门的M和“澳”字 （四

元九角），以及表达“大桥”之意的
B 和“桥”字 （五元）。字母和文字
与背景的格线图案交织成细致网络，
象征公路网络紧密连贯，粤港澳大湾
区内各地进一步融合。邮票小型张同
样利用背景的格线代表公路网络，寓
意大桥为社会注入新动力，令粤港澳
三地的发展大放异彩。

据悉，为纪念大桥启用，中国邮
政 （内地）、香港邮政和澳门邮电于
同日共同发行一款联合纪念套折，内
附一张小全张，嵌有由三地邮政发行
的特别邮票各一套。

香港发行“港珠澳大桥”特别邮票

即将于10月24日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
洋，在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之间架起一条直接
陆路的通道。港珠澳大桥香港段由东端的香港口
岸人工岛和向西连接大桥主体的 12公里香港接线
组成，是这一超级跨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安排的一次传媒集体参
观中，记者搭乘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从香港口岸
人工岛出发，沿香港接线一路向西，来到粤港分
界线处。金色的双层巴士先后经过长约1.6公里的
地面道路、1 公里的观景山隧道、1.8 公里的陆上
高架桥段和7.6公里的海上高架桥段，短短12公里
的路程可谓钻山越海。

驶出观景山隧道，左边可见香港大屿山岛上
层叠的山峰，右边可见香港国际机场，前面则是
弯弯曲曲、高低起伏的大桥桥面。

据了解，香港接线这样的走线设计，是为了
尽量降低对周边设施和环境的影响：靠近观景山
隧道的一段紧贴北侧的机场岛南岸，尽量远离南
侧的北大屿山生态敏感地区；接下来一段拐向南
侧并弯弯曲曲，以免影响机场西南角政府飞行服
务队的运作，同时尽量降低对大屿山居民的影
响；来到开阔海面后桥面开始升高，以便大型船
只从桥下通行。

沿途的指示牌、显示屏、车速监控仪等桥面

设施均已安装完毕。由于香港接线行车方向与大
桥主体部分一样“右上左落”，不同于香港本地行
车习惯，香港接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靠
右驶”指示牌。

接近粤港分界线时，向西可望见大桥主体部
分的东西两座桥隧转换人工岛，仿佛两枚贝壳镶
嵌于茫茫大海之上。再远一些的海面上，主桥三
座通航孔桥之一青州航道桥的“中国结”造型桥
塔也依稀可见。

粤港分界线以铁丝网分隔，待大桥正式通车
时拆除。铁丝网后的指示牌上标明，这里距离珠
海和澳门只有29公里。

巴士从粤港分界线往回驶，不到10分钟便抵达
香港口岸人工岛上的旅检大楼。旅检大楼是香港口
岸最大型的建筑物，楼面面积9万多平方米，上下两
层分别为出境和入境大厅，大楼四周是车辆查验
区、跨境巴士和穿梭巴士上下客区、停车场等。

出境大厅内，多个树形结构支柱承托着波浪
形的天幕，天幕透入大量自然光，使整个大厅通
透明亮。支柱上装饰着“香港——亚洲国际都
会”的彩色海报。

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戴志源介绍，
旅检大楼出境大厅设有 36个人工边检查验通道和
26个自助通道，入境大厅则设有 26个人工通道和

19个自助通道。
依次经过特区政府卫生署、入境事务处和海

关的查验区，沿途有多个大小不一的天井，可望
到下层入境大厅内用于装饰的水体景观。路政署
工作人员介绍，旅检大楼内外共有约 20个水体装
饰景观，是大楼设计的特色之一。

出境大厅北侧有数十个专售大桥穿梭巴士车
票的人工售票柜台和自动售票机，其中自动售票
机可以八达通、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方式付款购
票，也可用于网络订票的取票。乘客在这里购票
后，走出大厅北面的玻璃门，不远处就可登上开
往珠海和澳门的巴士。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介绍，港珠
澳大桥开通后，不仅使香港与珠海、澳门之间有
了直接陆路通道，还将珠三角西部纳入香港3小时
车程可达的范围，显著减少两地之间的客货运时
间和成本。

他表示，港珠澳大桥将加强粤港澳三地经
济、贸易、金融、物流、旅游业等合作，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技术协
作。“大桥将可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的经济发
展和联系，方便市民往来，对香港以至粤港澳大
湾区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香港10月21日电）

2018 台 北 国 际 摄
影节近日在台北“中正
纪念堂”开幕，主题为

“拓”，包括摄影展、摄
影艺术论坛、学童摄影
比赛等。影展邀请台北
市 20 个文艺空间共设

“ 台 北 市 摄 影 艺 术 地
图”，分享各类摄影名
作，希望以更开阔的视
野，拓展各种可能性，
从摄影中凝视生活的本
质。

本届摄影节策划了
8 个摄影主题展区，包
括“大洋的彼岸—拉丁
美洲摄影家联展”“深
耕—报导摄影主题展”

“星光人家—艺人摄影
展”等，共展出近 780
件摄影作品。展览将持
续至10月31日。

图为拉丁美洲摄影
家联展现场。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昆曲传承在台湾静水流深，绵延不绝，常有昆曲爱好者组织业余演出，
既为提升技艺，又助昆曲推广。台湾振兴京昆剧团近日在台湾“中正纪念
堂”演出昆曲《玉簪记》，由5名年轻的昆曲爱好者带来《琴挑》《偷诗》《秋
江》三折，引来游客热情围观并拍照留念。

图为《玉簪记·秋江》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昆曲票友台北唱响《玉簪记》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 （右） 观看“香港共用二维码”应用示范。
（资料图片）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 （右） 观看“香港共用二维码”应用示范。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香港10月22日电（记
者张欢）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香港特
区政府表示，会从多个方面积极参与这
次博览会，以展示香港作为国家与国际
接轨的进出门户和重要枢纽的角色。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22 日介绍，香港将在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中设立香港地区展示区，
位于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的中国馆之
中，约126平方米，以“香港进”为
主题，并将通过运用多媒体科技，介
绍香港的优势、香港大型基建设施、
著名旅游景点及香港的产品和发明。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香港将展示门户角色

钻山越海，直通珠澳
——探访港珠澳大桥香港段

郜 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