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香港市民在高鐵車廂內上 facebook，
是否需要「翻牆」及被追究刑事責任，甚至
觸發「尋釁滋事罪」的風險？

答：乘客在香港段上的高鐵列車車廂內
作出的行為會否構成內地法律下的刑事
罪行，須根據內地法律處理。（陳帆：
市民可使用本地SIM卡合法「翻牆」；
李家超：會與內地有關部門研究處理手
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問：會否為了趕及高鐵明年第三季通車而要
求人大釋法？

答：特區政府沒有計劃提請釋法。

「一地兩檢」Q&A

問：有人在「內地口岸區」目擊罪案發生，
能否致電999求助？

答：內地與香港有關部門會探討，而屆
時一定會有相應的措施協助市民求助。

問：如在「內地口岸區」發生火警或醫療事
故，是由香港還是內地人員處理？

答：由雙方成立的跨部門「應急救援事
宜專責小組」，會考慮事發地點在哪裡
及傷病者在哪一方會獲得最佳醫療協助
而作決定。

問：倘有人因火警或事故由車廂走到路軌，
會否被視為非法入境者？

答：有關人士會被視為未辦理好出入境
手續者，會按一般程序處理。

問：設立「內地口岸區」會否影響港人在基
本法保障下的人權和言論自由？

答：在西九龍站辦理的內地通關程序與
一般內地口岸辦理的通關程序無異，不
存在減損乘客權利的問題。

問：駐港解放軍亦要遵守香港法律，為什麼西九
龍站執勤的內地人員完全不受香港法律約束？

答：「內地口岸區」視為香港特區區域
範圍之外，除非另有規定，在「內地口
岸區」將適用內地法律。

港地屬國家

袁國強：好比業主租出房間 再向租客租回自用

「割地說」挑戰憲制

20172017年年77月月272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AA 22 ■■責任編輯責任編輯：：郝原郝原 ■■版面設計版面設計：：鄭世雄鄭世雄方 案一地兩檢

袁國強引用的法律條文袁國強引用的法律條文
基本法第七條基本法第七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
所有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使用、、
開發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
發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

基本法第二十條基本法第二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
其他權力其他權力。。

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591591章第章第55條第二款條第二款（《（《深圳灣深圳灣
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
為香港法律適用於港方口岸區的目的為香港法律適用於港方口岸區的目的，，港方口岸港方口岸
區視為位於香港以內的地域區視為位於香港以內的地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袁國強電台訪問內容袁國強電台訪問內容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袁國強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根據基本法第七條，香港境內土地

及自然資源由國家擁有，由香港負責管
理，因此香港有權將西九總站部分樓面
租予內地，有如「業主租了一間屋給
我，接着發現自己不夠用，他問我可不
可以租回一間房給我」，「不是把整塊
土地或空間轉讓出去，而是純粹在法律
及管轄權的分界作出劃分，業權仍在香
港，純粹在法律上分割出去，這個是兩
步走的概念。」

既發揮高鐵效益 又尊重基本法
他將中央比喻為「業主」，香港則是
「租客」，「香港內的土地是交給香港
政府去處理，所以其實我們是有權去
租。例如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業主租了
一間屋給我，接着發現自己不夠用，他
問我可不可以租回一間房給我，（我是
否出租）這個權力是有的。所以曾經有
人說香港有沒有權租部分地方予內地單
位，我看不到法律上有什麼問題。」
袁國強指出，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
比設立深圳灣口岸時採用的方案進步，
即並非全面內地法律的行使，「深圳灣
各自一是實施中國（內地）法律，一是
香港法律，而我們今次雖然有部分地方
是做內地口岸區，仍然有6項事件，我
們可以用回香港法律，並非全面行使內
地法律。」
針對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主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昨日聲言，「一地兩
檢」安排「違背了」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條的立法原意，袁國強回應指，很多人
對基本法立法原意有不同解讀，但強調
在基本法訂立的時候，是要讓國家恢復
對香港行使主權，同時維持香港的原有
制度，及讓香港有發展的空間，去維持
香港的繁榮穩定，「以整個基本法（立
法）原意是不可以抽離元素，然後以偏
概全地說這件東西是不可以令到，或者
是不會有利『一地兩檢』的實施。」
他認為，法律不應成為香港平穩發展

的限制，而基本法起草時沒有想過將出
現「一地兩檢」，現在特區政府應思考
如何發揮高鐵應有的效益的制度，同時
絕對尊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當
然我們要絕對尊重香港這份憲制性文
件、基本法，但法律我們要遵守之餘，
法律是不能成為香港平穩發展的限制，
跟我們是要與時並進。」

對方案有信心 無計劃提請釋法
被問及方案未來或面對法律挑戰，袁

國強不擔心會遭到法律挑戰，「我們認為
現在的『三步走』方法在法律上面是有基
礎的，我是有信心的，我亦都如昨（前）
日在記者會上所講，無計劃就『一地兩
檢』提請人大釋法，我們認為『三步走』
的法律程序已經足夠令『一地兩檢』的建
議有一個穩固的法律基礎。」
他明白社會上有不同意見，倘有不同

的法律觀點，表明不介意以正式法律途
徑處理，提交給法庭處理，「『司法獨
立』正是本港可貴的地方，可以將不同
的法律爭拗拿上法庭處理。」但在法律
以外，他認為包括例如政治、市民信心
等問題，並非法律處理得到的，政府需
要處理。
袁國強希望，社會各界要以理性、務

實的方法去化解分歧，「我們用法律去
解決，但是就不是說因為有不同的意
見，所以就說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去阻
止，而是應該理性去看若果有不同的意
見，應該怎樣用理性、務實的方法去化
解這些分歧、去解決這些不同的意見，
這個才是理性處理事件、處理爭議、分
歧的一個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方案日

前出爐，西九龍總站將會有大約四分

之一面積，租予內地劃為「內地口岸

區」，讓內地有關執法人員執法。對

於反對派將「一地兩檢」妖魔化為

「割地」、將方案中的「內地口岸

區」誣稱為「租界」，香港各界據法

駁斥，指出這些誤導性說法無異於挑

戰憲制規定。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

重申，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境內

土地及自然資源由國家擁有，由香

港特區政府負責管理，特區政府有

權向內地出租土地，並強調政府提

出的「三步走」法律方案有穩固法

律基礎，不擔心會遭到法律挑戰，

又期望社會各界應以理性、務實的

方法去化解分歧。

法界：方案合憲合法 無懼任何挑戰

「一地兩檢」被
反對派妖魔化為特
區政府「割地」方

案。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強調，
每一個特區政府官員於處理「一地
兩檢」時均憑着良心去做，在他的
崗位上也同樣是以法律專業的角度
去處理，又強調倘方案違反香港基
本法、香港法律，特區政府絕對不
會推出。

以法律專業處理 不存在「違良心」
袁國強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

調說：「在我的崗位、在我的職
位，『一地兩檢』當中涉及的法律
問題，我都是要以法律專業的角度
去處理。若然我自己都認為現在的

這個建議是違反基本法、違反香港
的法律的話，我是不會推出，所以
我想講是絕對不存在違反良心的這
個問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接受電

台訪問後也表示，根據他過去一個
月的觀察，袁國強在處理「一地兩
檢」問題上，絕對是有承擔、有良
心和有堅持，「我們和內地的討
論、交換文件、甚至我們內部工作
文件，袁司長都是有堅持：他對每
一個文本的每一段、每一行、每一
字重複看過，他同意後我們才去做
進一步工作。」他希望社會對「一
地兩檢」問題不要太情緒化和政治
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方案倘違法 政府絕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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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區政府公
佈的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一地兩

檢」安排，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認同，
有關安排符合「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
要求，而是次特區政府是行使其高度自
治權主動向中央提出有關方案，並通過
雙方都同意的合作協議訂立法律的適用
界線，不涉及對土地擁有權的轉移問
題，反對派聲言有關安排是「割地」是
完全錯誤的，又認為只要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有關安排實施，香港的法院都不
能質疑其有效性。

陳弘毅：「一地兩檢」符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在接受

傳媒訪問時指，不同意所謂「割地」的
說法。有關方案是香港行使高度自治
權，決定設立「一地兩檢」，繼而邀請
內地出入境人員來港駐守。由於協議是
香港與內地雙方同意下制定的，相信不
會違背基本法，而「一地兩檢」目的是
提供服務，並非增加內地執法權力，大

家應從方便乘客的角度去理解。

梁美芬：司法覆核「零」成功率
基本法學者、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指出，以「租賃」方式處理有關通關
的安排並非罕有，如美加邊境就是如
此，且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有關安排是
恰當的，而以「三步走」的方式落實
「一地兩檢」亦是穩妥的做法，特別是
方案最終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及確定
相關安排，香港法院都必須尊重，倘有
人就此提出司法覆核，成功率幾乎是
零。

吳永嘉：對「一地兩檢」多誤解
執業律師、工業界（二）議員吳永嘉

表示，坊間對「一地兩檢」存有不少不
必要的誤解。其中，將高鐵西九龍站部
分樓層劃為非香港管轄範圍，即在香港
境內行使非香港的法律並非新鮮事物，
最明顯的例子是外國駐港領事館，例如
日本及加拿大的領事館設在商業樓宇
內，業權雖為業主所有，但領事館內範

圍均行使該國法律，即使有罪案發生，
香港警察亦無權執法，「更何況香港是
中國一部分？」

陳曼琪：因應港自身發展需要
中小企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指

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
境內的土地、資源等均屬於國家擁有，
並通過基本法由特區政府負責管理和使
用。特區政府是次以租賃形式進行「一
地兩檢」的安排，並無改變土地擁有
權，只是因應香港自身發展需要，改變
香港法律適用的界線，並無違反基本
法，更不存在有人所指稱的「割地」。

陳曼琪續指，「一地兩檢」須經本地
立法程序，是展現香港高度自治及自身
發展的需要。「我們為香港前途及下一
代的發展機遇，都必須把握是次『一地
兩檢』的機遇。本人促請反對是次『一
地兩檢』安排的人，不要為一己的政治
立場或政治需要，犧牲香港的自身發展
需要及『一地兩檢』所給予香港的發展
機遇。」

黃國恩：國家土地由港府管理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第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
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
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
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支配」，根本不存在反對派所指的
「割地」問題。
他強調，從法理來看，香港所有的土

地本來就是國有土地，現依基本法租予
國家有關部門符合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要
求；從實用及通關效率來說，這樣的安
排更是必須的。

親反對派學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
席講師張達明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方
案「違反基本法精神」，但承認方案只
要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授權，香港
法院不能質疑有關決定的合法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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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表示袁國強表示，，
「「一地兩檢一地兩檢」」具有具有
穩固的法律基礎穩固的法律基礎，，
無懼挑戰無懼挑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高鐵西九龍總高鐵西九龍總
站已完成絕大部站已完成絕大部
分工程分工程，，廣深港廣深港
高鐵計劃於明年高鐵計劃於明年
第三季通車第三季通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