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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坐高铁去香港 这些事儿得知道
济南市民到郑州换乘最合适，买票无需港澳通行证但办理出入境得提供

□首席记者 王健

9月10日8:00起，广深港
高铁各次列车车票在内地和
香港同步发售。9月23日，广深
港高铁香港段正式运营，这标

志着内地高铁网将延伸至香
港。这个国庆假期，市民可以
坐着高铁去香港了。

不过记者梳理《广深港高
速铁路跨境旅客运输组织规则》
后发现，旅客乘坐高铁到香港，
在购票、乘车、改签、退票等多
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无票乘车
至西九龙最高罚款3000港元。

换乘车站有好几个 郑州东最合适
9月10日8:00起，各售票

渠道开始预售9月23日及以
后的广深港高铁跨境列车车
票，预售期为30天，即：互联
网售票、电话订票预售期30
天，人工窗口、自动售票机预
售期28天。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
初期，将根据客流情况按日常
图、周末图、高峰图安排动车
组列车开行，最高峰日计划每
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27
对，其中广州、深圳至香港的
本线列车114对，跨线长途列
车13对；9月23日开通运营首
日，安排开行95对动车组列
车，其中跨线长途列车13对。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
运营后，可通达北京、上海、石
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
南昌、福州、厦门、汕头、贵阳、
桂林、昆明等城市，到达内地

40多个车站，将大大拉近香港
与内地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其
中，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至
深圳福田站的列车最短运行
时间14分钟，至广州南站的列
车最短运行时间47分钟，至上
海虹桥站的列车运行时间为8
小时17分钟，至北京西站的列
车运行时间为8小时56分钟。

对于济南市民来说，从郑
州东换乘到香港最合适。一早
从济南出发，18:58就能到香
港，车上仅需要10个小时左
右，而票价一共为1165元。

虽然济南到石家庄和北
京也很方便，但济南到石家庄
的高铁最早也得11:06到站，
而去往香港西九龙的G79次
列车11:09就从石家庄发车，
时间来不及；济南到北京的高
铁是到北京南，而G79次列车
始发站是北京西。

到西九龙站后需办理入境手续
当天下午，记者从12306网

站尝试购买十一假期期间郑
州东到西九龙的高铁票。网站
显示，车票已经全部售罄，不过
中秋假期尚有少量余票。记者
购买9月23日车票时发现，网上
购票不需要港澳通行证，直接
就能买。但是办理出入境手续
还是需要港澳通行证。

坐高铁去香港需要什么
手续呢？这是很多旅客的疑
问。记者获悉，内地旅客抵港
后的过关程序为：列车到达西
九龙站后，旅客首先在B4月

台层下车，之后前往B2层一
次完成内地和香港的出入境
程序，入境后步行或乘车离开
西九龙站。

离港旅客出境程序为：旅
客在B1层票务大堂通过实名
车票验证，然后通过第一重闸
机入闸，进行行李安全检查，
然后前往B3层离港大堂一次
完成香港和内地的通关程序，
在离港大堂的候车区等候，再
按指示通过第二重闸机前往
B4层登车，闸机将在列车开
出前5分钟关闭。

不办理至西九龙站的越站
据悉，跨境列车在购票、乘

车、改签、退票等环节上，均与内
地现行旅客运输规则存在一定差
异。根据《广深港高速铁路跨境旅
客运输组织规则》，旅客跨境乘
车，如果需要越过原到站继续乘
车的，需要在列车到达其车票上
所记载的车站前提出。同时，列车
不办理至香港西九龙站的越站；
旅客自行越站乘车至香港西九龙
站，由香港西九龙站按无票处理。

乘客无票乘车或持无效票乘
车，将补收自乘车站(不能判明时
自始发站)起至到站止车票票价，
并核收手续费，加收已乘区间应
补票价50%的票款。成年人持儿
童票乘车按无票处理。

如果是在香港西九龙站发现
乘客无票乘车，按《香港铁路附
例》，还将收取附加费。其中，广
深港线路各站至香港西九龙站
的车票，附加费为1500港元；其
他线路各站至香港西九龙站的
车票，附加费为3000港元；不能判
明时按其他线路各站至香港西九

龙站计算。
此外，如果出现旅客抵达香

港西九龙站，却无法完成出入境
手续的情况，旅客将由西九龙站
工作人员协助乘坐就近列车返回
内地车站，可在返程列车办理补
票并核收手续费。

在车票预售期内且有运输能
力的前提下，旅客仅可办理一次
改签手续，不办理发到站变更。办
理改签应不晚于票面指定的日
期、车次开车前30分钟，但发站为
香港西九龙站的车票应不晚于60
分钟；改签后的车票不得退票。

办理退票应不晚于票面指定
的日期、车次开车前30分钟，但发
站为香港西九龙站的车票应不晚
于60分钟；跨境列车退票费收取
标准相对较高，在票面开车时间
前48小时内办理退票的，按票面
票价的50%计算；在票面开车时
间前48小时至第14天的，按票面
票价的30%计算；在票面开车时
间前15天及以上的，按票面票价
的5%计算。

去香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如果
算时间账，当然是飞机更合适，从济南
坐高铁到香港西九龙站，如果在郑州
东换乘，最快也需要10小时；而从遥墙
机场坐飞机到香港国际机场，则仅需
要3个半小时左右。

从价格来看，坐飞机到香港，九、十
月份的特价票最便宜是700多元，但大多
数情况需要1000元左右，而坐高铁从郑
州中转需要1165元，价格差别不算大。不
过如果带着孩子，年龄满两周岁但不满
12周岁的，购买机票享受全票价的50%、
机建免费、燃油减半的优惠，如果航班低
于五折，儿童可以购买实际折扣的机票。

而根据《广深港高速铁路跨境旅
客运输组织规则》，每一名持票成年人
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身高不足1 . 2米且
不单独占用席位的未成年人乘车，超
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购买儿童票。儿
童票(供身高1 . 2-1 . 5米的未成年人购买
的减价(特惠)车票)按照相应座席公布
票价的50%计算。 首席记者 王健

新闻链接

去香港坐飞机还是高铁

关键看这笔账咋算

抽检全部合格 济南商超月饼可以放心吃
食药监、卫计委等部门接受电视问政回应焦点问题

□记者 杨璐

9月11日，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等单位负责人接受电视问政。记
者从活动中获悉，中秋临近，食药执
法人员对销售的月饼质量进行抽样
检查，还对银座、华联、家乐福等商
超进行了食品专项抽检。对本地产
月饼53批次抽检结果显示全部合
格，外地品牌的月饼抽检也没有发
现问题。

当日，济南市卫计委、济南市妇
幼保健院、济南市儿童医院等单位
负责人也接受了电视问政。记者获
悉，在济南就诊有望再也不用“每院
一卡，一人多卡”了，到明年年底，驻
济的所有医疗机构包括民营机构，
实现居民电子健康卡的全覆盖。

食药监：购买月饼一定要到大商超1
双节临近，针对消费者关注

的时令食品月饼的品质问题，济
南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永浩表示，今年8月就开
始安排全系统对月饼市场进行
抽检。食药执法人员除了对销售
的月饼质量进行抽样检查，还对
银座、华联、家乐福等商超进行
了食品专项抽检。

刘永浩说，目前全市一共有
23家月饼生产企业。“目前对本地
产的月饼企业进行抽检，从53批
次抽检看，检验结果是全部合格。
可以讲本地生产的月饼，大家放
心食用。外地品牌的月饼质量，目
前我们抽检也是没有问题。”刘永
浩表示,在抽检过程中，重点加大
了食品添加剂的抽检力度，防止
超限量添加和超范围添加。他还
提醒广大市民，购买月饼一定要

到大商超，这样才能吃到放心、满
意的月饼。

此外，有网友留言问：新闻
上报道了好几次非洲猪瘟在国
内的疫情，济南市场的猪肉有这
方面的风险吗？济南市食药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山东还没
有出现这种情况。“购买猪肉，在
商超和市场都是可以放心的。猪
肉这些年管理非常严格，是一证
两票，是我们重点监管的品种，
目前济南是可靠、放心的。”

进入9月开学季，许多小饭
桌又开业了，怎么监管才能让孩
子吃得更安全，让家长更放心？
刘永浩表示：“从今年6月15日以
后，如果再添加小饭桌，第一要
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第二要到食
药监、卫计、房管以及相关部门
进行登记。”

卫计委：明年底驻济医疗机构电子健康卡全覆盖2
去医院看病“每院一卡，一

人多卡”很普遍，一定程度上也
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就诊不便。有
市民问，在济南各个医院的就诊
卡能不能实现“一卡通”？济南市
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马效恩表
示，卡满为患确实是群众看病就
医的堵点，也是卫计部门正在致
力于解决的重点。

201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推
出了居民健康卡，该卡是虚拟电
子卡，已经在全国24个省进行推
广。济南市是全国第三批、山东
首个电子健康卡试点城市。今年
6月26日济南举行电子健康卡首
发仪式，目前已在6个单位和社
区卫生服务点进行了试点。

在试点的两个月中，马效恩
发现电子健康卡的应用、推广还
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老百姓看病

就医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它的便
利性。下一步济南将不断在信息
共享上取得突破，搭建完善人口
健康信息平台，通过该平台，能
够看到病人的院前、院中、院后
等全过程的健康信息。

电子健康卡最大的服务功
能就是健康管理和健康服务。据
介绍，今年年底前，济南将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130个
社区卫生服务点的建设，强化对
17家市直医疗机构的信息化改
造和提升，实现对接电子健康卡
的推广和使用，让百姓看病更方
便。明年上半年，电子健康卡在
驻济的省部级医院，要全部得以
推广和利用。到明年年底，驻济
的所有医疗机构，包括民营机
构，实现居民电子健康卡的全覆
盖。

坐高铁去香港 搞清这些事儿

北京

换乘：济南市民到郑州最合适

济南到北京的高铁是到北京南，
而G79次列车始发站是北京西

买票无需港澳通行证，抵港后办理入境
不办理至西九龙站的越站

旅客自行越站乘车至香港西九龙站，由
香港西九龙站按无票处理，最高可罚款3000
港元
仅可办理一次改签手续

办理改签应不晚于票面指定的日期、车
次开车前30分钟，发站为香港西九龙站的车
票应不晚于60分钟退票
跨境列车退票费相对较高

在票面开车时间前48小时内办理退票
的，按票面票价的50%计算；在票面开车时
间前48小时至第14天的，按票面票价的
30%计算

●购票：
●乘车：

●改签：

●退票：

济济南南到到石石家家庄庄高高铁铁最最早早1111::0066
到到站站，，而而去去往往西西九九龙龙的的列列车车
1111::0099就就从从石石家家庄庄发发车车

从济南到郑州东有好几班高铁，最早10：14就可到达，晚一点
的有12:10到达的。而郑州东去往西九龙的列车是12:34发车

石家庄

郑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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