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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商討入最後直路
特首：完整方案短期公佈 必符「一國兩制」基本法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的第三列列車經軌道運抵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到高鐵香港段石崗列車停放處，參觀剛付運到港的高鐵列車。林鄭強調，高鐵香

港段是香港面向未來發展的策略性基建項目，將大大增强香港與內地城市的連繫，擴闊香港市民的事

業發展及生活空間，為香港的下一代帶來嶄新機遇，而「一地兩檢」才能發揮高鐵最大的經濟和社會

效益。目前，特區政府和中央就「一地兩檢」的商討已到最後階段，特區政府短期內就會公佈「一地

兩檢」最終的完整方案，並保證有關方案一定會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規定。

林鄭月娥昨日在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路政署署長鍾錦華及港鐵

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陪同下，前往石
崗的高鐵車廠參觀，先聽取技術人員
分享付運列車的情況，及了解高鐵列
車設計的特色，隨後登上列車參觀。

「連通內地2萬公里高鐵網絡」
她其後會見記者時指出，他們是次
參觀的列車雖然是第三列列車，但它
是第一次全部經鐵路運來，「換句話
說，是在車廠經過2,500公里來到石崗
列車停放處，亦標誌着我們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工程的一個里程碑。26公里
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已經可以說是
連通了內地2萬公里的高鐵網絡。」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段的工程已經
九成完成。目前，無論是特區政府或
者港鐵都是以2018年第三季通車為目
標，「很多市民熱切期待高鐵香港段
開通。特區政府和港鐵公司將繼續推
展高鐵項目，務求達至明年第三季通

車的目標，讓香港市民可盡早享用快
速、便捷的鐵路服務。」
她透露，特區政府和中央就「一地
兩檢」的商討已到最後階段，由於該
方案現階段仍有細節需要磋商，較理
想的做法是等到整套完整方案最終敲
定後，才向社會詳細交代。
她強調，有關方案一定以基本法為

法理基礎，一定符合「一國兩制」原
則及基本法的法律要求。「大家可以
放心，我們一定會以這個為我們的基
礎，一定是可以符合基本法的法律要
求。」

「14分鐘到深，48分鐘赴穗」
林鄭月娥重申，只有落實「一地兩

檢」才能發揮高鐵最大的經濟和社會
效益。「將來在高鐵的西九龍總站，
上了高鐵的列車，可以在14分鐘就去
到深圳，48分鐘可去到廣州，但並不
等於去到廣州列車返回來，乘客又會
回來，以後還有很多長途的列車將會

在西九龍的總站開出，直達上海、北
京和高鐵網絡中的一些沿線車站，所
以會帶來非常大的方便。」
她坦言：「如果我們過了香港境後

要下車再接受一些入境、海關，或者
檢疫的工作，就會令到高鐵的效益大
大打折扣。事實上，亦沒有可能在全
國的鐵路網絡，所謂『四縱四橫』的
高鐵網絡的每一個站都為香港來的乘
客作出這種清關安排。所以最有效的
方法去達至給乘客的方便，就是在我
們的西九龍（總站）一次過完成出境
和入境的工作。」
高鐵香港段全長26公里，通車後將
大大減少由香港以鐵路往來內地各主
要城市的時間，例如穗港兩地的行車
時間將由近2小時縮短至約48分鐘，
而往來北京、上海亦分別由24小時和
19小時縮短至約10小時和8小時。
項目將可更方便民間來往和經濟聯

繫，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紐的地
位。

高鐵香
港段列車

由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
份有限公負責製造，按
CRH380A型號電力動車組高
速鐵路列車作為設計藍本，
配合香港段的營運而設計，
具有防碰撞、防火、高強度
氣密性、噪聲控制、電磁兼
容及以人為本的車廂環境等
性能，集安全性、可靠性、
經濟性、舒適性為一體，為
確保列車能達到高效能，列
車的設計及製造等方面都採
用極嚴謹的安全和質量控制
標準。

外觀流線型 如三色飛龍
高鐵香港段列車外觀呈流

線型，配以橙、紅、白三
色，列車停靠在石崗停放處
彷彿一條靜臥着的三色巨
龍。當它高速行駛之時，又
猶如一條軒翥九天之上的三
色飛龍，波浪流線型的三種
色調在高速行駛中呈現出流
光溢彩，斑斕絢爛的藝術效
果。
車廂內設計時尚，也以
橙、紅、白為主色調，乳白
色的車頂在灰色地氈的襯托
下，車內顯得光線充足，一
片亮堂，空間感極佳；灰色
地氈上的白色波浪紋連綿延

展，貫穿車廂之間，順着紋
路一眼望去，整個車廂顯得
頎長無比，通明透亮。
車內配置多元化設施，

照顧不同需要的乘客，例
如提供給傷殘人士的廁所
設置、毫無間斷及毫無阻
礙的上網和以手機聯絡設
置、車座靠背上的燈光裝
置等，讓乘客能享受舒適
及便利的旅程。

對不同乘客照顧周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參觀了車內的設計、裝置和
設備後，對列車的設備齊全
感到非常興奮。「對於不同
需要的乘客都照顧得到，坐
輪椅的乘客，我們有特別的
地方，亦有一些給傷殘人士
的廁所設置。最重要現時大
家在旅途都想繼續可以保持
聯繫，可以聽到手機、可以
上網，將來在這個列車裡是
可以毫無間斷、毫無阻礙地
上網和以手機聯絡。所以，
今日我和幾位同事來到都感
覺到非常興奮。」
她又試坐了這列新列車，

並在網誌形容這批港鐵嘅高
鐵列車經過精心設計，「除
咗設施齊全外，據講行車時
仲非常平穩、寧靜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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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石崗的列車停
放處迎來了第三列將來行走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
列車。港鐵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昨日指出，隨着
福田至皇崗的一段內地高鐵軌道完工，並透過政
府與內地相關部門進行協調，該部列車直接由青
島經高鐵網絡抵港，是首次有內地高鐵列車可以
直接使用香港路軌，標誌着高鐵香港段與內地段
已經連接起來，成為國家高速鐵路網的一部分，
是高鐵香港段項目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黃唯銘介紹，高鐵香港段列車由中車青島四方
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四方）負責製造，

共9列。首兩列列車已先後在去年底及今年初從
青島經海路運來港，是次到港的第三列列車，則
是在完成出廠前測試後，經鐵路送抵廣州。
列車在廣深段進行了牽引性能、制動、信號

系統匹配及無線通信系統匹配等測試，驗證各車
載設備於廣深段可正常運作，及確認列車可滿足
高速行駛的條件後，經皇崗邊境進入香港高鐵軌
道，共行駛了2,500公里，是首次有內地高鐵列
車可以直接使用香港路軌。

餘6列車料今年內付運到港

其餘6列高鐵香港段列車預計於今年內陸
續付運到港，「高鐵香港段的軌道及架空電
纜鋪設工程已經大致完成，主隧道及西九龍
總站的部分軌道已經通電。香港段與內地段
的信號及通訊等系統亦於今年7月5日接通，
即是位於石崗列車停放處及廣州分別負責香
港段與內地段的車務控制中心，已經可以共
同監察在廣深港高速鐵路全線（香港段及內
地段）行駛的列車。雙方的工程團隊已準備
就緒，以進行聯調聯試及高鐵列車的跨境動
態測試。」

港段連接內地段 融入國家高鐵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透露，即將向公眾公佈符合「一國兩制」、
基本法要求的「一地兩檢」方案。全國人大常委范
徐麗泰表示，以西九龍作為總站的高鐵需要「一地
兩檢」，希望部分立法會議員從香港市民的方便和
利益出發，不應將之政治化，不要利用拉布等各種
方法拖延，令「一地兩檢」涉及的相關法例修訂無
法在來年高鐵通車前完成。
范徐麗泰昨日強調，「一地兩檢」能夠方便巿民

在短時間內到達內地沿線城巿，倘沒有「一地兩
檢」，廣深港高鐵就形同虛設。她相信特區政府必
須研究出社會大眾均能接受的「一地兩檢」方案，
並反駁有人聲稱「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損害
「一國兩制」，認為他們在知悉詳細方案前就作出

判斷，是將事情政治化，更希望他們不要以拉布等
手段拖延。

蔡若蓮履歷優 宜任教局副局
被問及反對派中人聯署反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副主席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范徐麗泰批評有
關人等將事情「泛政治化」，並強調蔡若蓮履歷優
秀，既是前線的教育工作者，亦曾出任於課程發展
有關的職位，是難得的合適人選。
她指出，林鄭月娥用人唯才，並不會考慮其政治

背景和取向，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亦有「泛
民」背景，卻沒有建制派提出反對，可見若因為政
治取向而反對任命是不合理的，希望社會大眾能夠
相信林鄭月娥的判斷，給予對方更多的發揮空間。

范太冀反對派勿政治化「一地兩檢」

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在參觀高鐵列
車時，趁機與來自

機電工程署及港鐵公司的青年工程師
交談，了解他們日常工作的情況。隨
着高鐵香港段日後投入服務，機電工
程署的鐵路規管工作及港鐵公司的鐵
路服務將更趨多元，她鼓勵青年工程
師把握機遇，留意國家高鐵的最新發
展，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繼續為香港
社會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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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年工程師交談
林太籲把握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前日與各司局長在禮賓府舉
行6小時的集思會，商討新政府的工作路

向。出席了集思會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昨日透露，舉行集思會是因為新班子希
望對往後的工作有一個整體全面的規

劃，及為特首將製作的新年度施政報告
做「腦震盪」。整個過程非常有建設
性，並對各司局長往後的工作、規劃和
了解，以至溝通有很正面的作用。「整
體而言，昨（前）日的集思會我個人是
非常享受的。」

新班子集思會 全面規劃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為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中西區昨日在中環
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中國傳統文化廟
會嘉年華」。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希望不同地區能建立更多適合的平台，
既協助推動本地經濟，突顯地區特色，同
時為青年創造更多有利環境發展。
林鄭月娥昨日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

吳仰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
員葉國謙等為「中國傳統文化廟會嘉年
華」開幕式主禮。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是次嘉年華以

生動方法向市民推廣傳統文化藝術，很有
意義。在這次廟會活動中，她充分感受到
儒釋道樂善向前、中和仁厚的共同理念，

未來希望地區能建立更多適合的平台，既
能協助推動本地經濟，突顯地區特色，亦
為青年創造更多有利環境發展。
廟會是著名的中國民間傳統活動，被列

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次嘉年華以
廟會的形式舉行，融入儒、釋、道及眾多
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包括華服展示、手抄
佛經、道教法具展示、舞獅、媽祖巡遊及
木偶戲等，藉此向市民介紹中國傳統文
化。孔教學院攤位舉辦開筆禮、猜燈謎及
華服展示活動，吸引不少小朋友參與。
8歲半的陳小朋友表示，開筆禮很好

玩，整個過程好開心。當記者問及該儀式
的意義時，她笑言，「要認真寫字，好好
學習」。

香港佛教聯會的攤位聚滿了青年老少，
眾人在烈日下專心致志抄佛經。江同學表
示，第一次抄佛經，抄完後感到很累。
「今天的天氣很熱，但在抄佛經的過程
中，內心愈來愈平靜，感覺不到熱了。」
嘉年華除了有儒、釋、道三家攤位外，並

設有多個工藝工作坊，包括麵粉公仔製作、
畫面譜、撕紙藝術、中國繩結製作及兒童舞
獅等。此外，還有「飛拖鞋」、「射箭及桌
上足球」、「親子共讀」及眾多福建特色小
食等20多個攤位供市民參與。
其中，福建特色小食攤位最受歡迎，攤

位提供了烊魚、永定客家糍粑、連城地瓜
乾等一系列閩西特色小吃供市民免費試
吃，攤位前一度大排長龍。

林鄭冀增平台推動本地經濟

■■林鄭月娥和運輸及房屋局局林鄭月娥和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陳帆在高鐵列車旁合照長陳帆在高鐵列車旁合照。。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前排右二前排右二))和陳帆和陳帆((前前
排右一排右一))參觀高鐵列車車廂參觀高鐵列車車廂。。

■林鄭月娥(右)參觀中國傳統文化廟會嘉年華攤位。

■陳小朋友讚開筆禮好
玩。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 攝

■江同學指抄佛經很
累。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 攝
■一群充滿活力的港青進行醒獅表演。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