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伶仃洋、连通广东、香港、澳
门的港珠澳大桥24日9时通车运营。
24日出版的香港主流报纸，纷纷在头
版位置盛赞这座“一国两制”下三地首
次合作打造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
认为粤港澳将由此进入融合新时代。

三地合作
铸就国之重器

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评认为，粤
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大桥是名副
其实的“国之重器”，以举世瞩目的亮
丽成绩向全世界交出了一张新名片。

香港《文汇报》在社评中表示，
港珠澳大桥树立起中国由基建大国
向基建强国迈进的技术自信。

《星岛日报》的社论认为，大桥的
建设规模和技术，让中国由“桥梁大
国”跻身全球“桥梁强国”之列。

世纪工程
开启融合新局

《香港商报》认为，港珠澳大桥
促成的“一小时生活圈”，就如同贯
通了三地脉络，血气可畅顺、迅猛地
流遍全区。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随着港
珠澳大桥通车，未来会有更多三地
旅游业合作，也会衍生各方面的商
机及生活配套等市场需求。

香港局限
获得纾解空间

《明报》在社评中表示，大桥开通可
以成为内地与香港升级转型的引擎。

《星岛日报》认为，融合发展有
助于纾缓香港多方局限，融合发展
还可以在居住、就业、社会设施等领
域提供解决问题的新可能性，例如，
更多人会选择移居，安享晚年。

（据新华社香港10月24日电）

■■■■■ ■■■■■ ■■■■■

大事件 2018年10月25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B02

55公里

数字解码
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是世界上最长
的跨海大桥。

120年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技术

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工程规模最庞大的
桥梁，设计使用年限首次采用120年标准。

42万吨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

梁，仅主体工程的主梁钢板用量就达42万
吨，相当于10座“鸟巢”体育场或60座埃菲
尔铁塔的重量。

500人
2010年，“港珠澳大桥跨海集群工程建设

关键技术与示范”正式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21家企事业单位、8所高等院校组
成了超过500人的科研队伍，共完成项目创
新工法31项、创新软件13项、创新装备31项、
创新产品3项，申请专利454项。

“零伤亡”
港珠澳大桥穿越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

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者始终高度重视
海洋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方案
设计到施工建设，从工程管理到技术研究，
都在生态管控与能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
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实现了海洋环境“零
污染”和中华白海豚“零伤亡”目标。

100公里和80公里
通车后的港珠澳大桥，桥面限速100公

里/小时，隧道限速80公里/小时，实行货车
与小客车分道行驶。

（据新华社广州电） 制图/孙发强

现场直击

10 月 24 日，港珠澳大桥正式
通车。

“从前要开3小时，现在走大桥
只用45分钟，太方便了！”24日，香港
居民庄东平成为首位经过港珠澳大
桥抵达内地的货车司机。谈及在世
界最长跨海大桥上的行驶感受，他连
声赞叹：“很痛快！”

像庄东平一样，许多人赶在通车
首日与港珠澳大桥“亲密接触”。平
稳顺畅的路面、高效便利的通关、开
阔壮美的风光……大家纷纷为大桥

“点赞”。
庄东平驾驶的“粤ZJD86港”两

地牌照货车，装载一台价值4100多
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小型航空发动
机，由珠海摩天宇公司申报入境，计
划运往保税区进场维修。

“我们每年几百台发动机进出场
维修，近半途经香港。另有价值几十
亿元的发动机日常维修所需器材及
部分转包修理服务，需经香港转运。”
摩天宇采购部总监杨小环说，港珠澳
大桥开通极大缩短了运输时间，对公
司意义重大。

“八年心愿、一朝得偿。”珠海市
广丰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这样
形容大桥通车带来的喜悦。“港珠澳
大桥开工第二年，我们就到珠海投资
设立物流园区，正是看中大桥孕育的
商机。”他说。

过去安排物流，走水路要等两天
左右的船期；走陆路绕行虎门大桥，
不堵车也要至少4小时。“港珠澳大
桥开通后，货车24小时通关，从仓库
发货到货物抵达香港，1小时即可完

成。”张杰说，今后每辆货车运输成本
可从7000元降至5000元。

在大桥公路口岸，对内地来往港
澳客、货车辆实行“一站式”创新通关
作业模式。正常情况下，车辆在每道
卡口的海关方面验放时间平均在10
秒以内，入场到离场一般不超过3分
钟。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站
统计，截至24日下午15时30分，已
验放出入境车辆460辆（次），出入境
旅客约16000人次。

北京游客张秀梅在微信朋友圈
发出“九宫格”照片，感叹“有幸见证
首日通车”。她说，从香港口岸乘
车到珠海口岸后再返回，只用了约
80分钟。“坐巴士行驶在桥上，远处
景色非常美，大桥一眼望不到头，十
分震撼！”

在澳门口岸边检大楼，“抢头彩”
的旅客排起长龙，首趟穿梭巴士坐得
满满当当，乘客多是专程来体验港珠
澳大桥的。“穿梭巴士5到10分钟一
班，随到随走，单程票价65澳门元，
很实惠。”澳门居民白女士说，巴士走
在大桥上很平稳，沿途风光很不错，
比坐船感觉要舒服。

据澳门治安警察局统计，大桥澳
门口岸开通后，仅两小时就验放出入
境旅客2345人次。

位于大屿山北侧的人工岛上，来
自香港各区的跨境车辆络绎不绝，旅
客在50多个人工及自助通道间川流
不息。香港方面当日安排约100趟
跨境巴士前往内地和澳门，并迎来约
3万名旅客经大桥抵港。

在大屿山居住了20年的刘道东

与两位邻居来到大桥香港口岸参
观。他说，过去几年亲睹人工岛在海
面上一点点建成，如今看到壮观的大
桥非常感慨，“建成这么庞大的工程，
真不简单”。

曾经伶仃一梦，如今天堑通途。
设计容量每日可穿梭20万架次车辆
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使粤港澳大
湾区人流、物流大提速，崭新机遇激
越人心。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何润生说，
大桥打通了粤港澳经济动脉，将极大
促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互联互
通。庄东平则憧憬道：“还有虎门二
桥、深中通道在建，大湾区交通会越
来越便利，我们货车也会跑得越来越
舒服。

（据新华社珠海10月24日电）

曾经伶仃一梦 如今天堑通途

港珠澳大桥通车首日运营顺畅

港珠澳大桥
彰显中国奋斗精神

伶仃洋上“作画”，大海深处“穿针”。历时
9年建设，全长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的港
珠澳大桥横空出世。汇众智，聚众力，数以万
计建设者百折不挠、不懈奋斗，用心血和汗水
浇筑成了横跨三地的“海上长城”。

从早期设想到最终落成，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过程，正是中国国力不断向上攀升的过程。从中
国高铁迈入350公里时速，到中国大飞机“三兄
弟”蓝天聚首；从神舟九号“上九天捞月”，到蛟龙
号“下五洋捉鳖”，十年之间，中国在航空、铁路、桥
梁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成果。港珠澳大桥正是
中国经济、科技、教育、装备、技术、工艺工法发展
到一定程度上集成式创新的结果。

港珠澳大桥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集中体现。由33节巨型沉管组成的沉管
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的海底深埋沉管隧道，在
深达40米的水下，每一次沉管对接犹如“海底穿
针”。受基槽异常回淤影响，E15节在安装过程
中经历三次浮运两次返航。紧要关头，广东省
政府果断下令在附近水域采取临时性停止采
砂，为大桥建设保驾护航，彰显了中国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十几年来，中国建设者以“走钢丝”的慎重
和专注，经受了无数没有先例的考验，交出了
出乎国内外专家预料的答卷。追求卓越、力求
完美，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世纪工程、景观
地标的共同追求，成就了港珠澳大桥这个中国
桥梁界的丰碑和旗帜，再度刷新了世人对中国
工程的印象。

港珠澳大桥是科技工程，也是人心工程，再
好的方案和技术最终都需要人去完成。大桥每
一个节点的进展、每一次攻关、每一次创新，都
蕴含着可经受历史考验的中国工匠精神。差之
毫厘，谬之千里。在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下，
一线建筑工人舍身忘我，以“每一次都是第一
次”的初衷，焊牢每一条缝隙，拧紧每一颗螺丝，
筑平每一寸混凝土路面，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劳作中，将大桥平地拔起。正是他们的默默
付出，让港珠澳大桥从图纸变成了实体。

中国人对桥情有独钟，它连接着过去与未
来，向更远处延伸。中国已经开启“交通强国”
新征程，中国桥梁人恰逢其时，奇迹将继续在
神州大地上演！

（据新华社广州10月24日电）

述评

国之重器
开创融合新时代
——香港舆论盛赞港珠澳大桥开通

新华社澳门10月24日电（记者
郭鑫、胡瑶）24日清晨，澳门飘起蒙
蒙细雨，但没有阻挡澳门人对港珠
澳大桥通车运营的热情和期待。8
时左右，在澳门口岸边检大楼门前
已经排起长长的人龙，等待9点钟正
式开门放行。

60多岁、头发花白的吴先生和
老伴一早就到大楼门口排队，希望
赶上头一班前往香港的口岸穿梭巴
士，抢上“头香”。吴先生的孩子在
香港生活，他形容自己是香港、澳门

“两头跑”。
“这么长的大桥，以前不敢想。”

吴先生说，来往港澳通常是坐船，现
在大桥通了，赶快来坐坐看。

边检大楼门前不乏拍照留念的
旅客。澳门口岸建设方、中国港湾
澳门分公司的员工也集体来到大楼
前合影，看到自己手中的“作品”终

于面向公众开放，员工们脸上都难
掩兴奋。

大桥通车首日，首要是确保旅客
和车辆通关万无一失。澳门特区政
府交通事务局局长林衍新、治安警察
局局长梁文昌等都来到现场巡视，澳
门半岛连接港珠澳大桥的友谊圆形
地有多位警员值守，维持交通秩序。

林衍新难掩激动地说：“我和我
的同事们一样，为能参与这个百年大
基建，觉得非常荣幸和兴奋。从24
号9点钟开始，大湾区6000万人的
生活从此就不一样了。”

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的纪华锚
警司负责大桥澳门口岸的出入境管
理，对他来说今天是个大日子。他
和同事7点就已到达工作岗位，各
司其职，确保首日旅客和车辆通关
万无一失。

上午9时整，澳门口岸离境车道

闸口开杆放行，首辆私家车驶过关
口。同时，边检大楼也向排队的旅客
敞开大门，旅客们有序进入旅检大厅
通关。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正式通
车运营，港珠澳大桥飞架东西、横越
伶仃洋，澳门无陆路直通香港的历史
至此宣告结束。

澳门口岸旅检大厅分上下两层，
上层离境大厅的穿梭巴士售票窗口
前，咨询和购票的旅客络绎不绝，自
助售票机也有不少人光顾。售票员
小张忙里偷闲告诉记者，虽然经过多
次培训，但今天乘客比预想要多，不
少人赶来体验。

穿梭巴士5到10分钟一班，距离
售票窗口不远处就是离境安检通道，
对旅客来说相当方便快捷。中国银
行澳门分行组织了数十人的客户体
验团，赶来搭乘首日的穿梭巴士到香
港大屿山一日游。

在楼下的入境大厅，9时 50分
左右迎来了首批搭乘穿梭巴士抵达
澳门的香港旅客。高女士带着母亲
抢到了首发车，连连感叹十分幸
运。她说自己从香港口岸发车到这
边大概40分钟，一路上非常平稳，通
关也比较顺利，还能欣赏大桥沿途
的风景。“以前坐船遇到风浪担心晕
船，现在好了，就是希望市内接驳的
交通能更方便些。”

随后不久，从香港观塘APM开
来的直通澳门巴黎人酒店的巴士也
顺利抵达口岸，旅客反映从上车到抵
达，包括通关在内大概1小时40分
钟，时间上可以接受。

林衍新对记者表示，港珠澳大桥
通车运营，让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
活圈正式形成。“以后所有的板块包
括物流、人流都会完全不一样，我们
要热切地投入进去。”

“24号9点开始生活不一样了”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通车首日见闻

首辆从珠海开往香港的私家车辆通过港珠澳大桥收费站。 新华社发 旅客在穿梭巴士上等待出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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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