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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聽民意尋方法釋疑 冀社會聚焦政府解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要發揮應有的效

益，就必須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

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昨日估算，採取「一地兩檢」安排後，

1年可節省3,900萬個小時，換算成金額就等於1年約省下27億

元。同時，高鐵可以帶來延伸的經濟效益，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和

生意，及實現一小時珠三角生活圈，帶來很多港人以前無法想像的

生活經驗，例如北上置業等，「我相信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對

香港經濟來說必定是利多於弊。」

莊太量：採「一地兩檢」年省27億
延伸經濟效益帶來更多商機 對港利多於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鄭治
祖）就部分香港市民對廣深港高鐵的
「一地兩檢」安排有疑慮，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在聽取
香港市民意見的同時，會繼續與中央
保持聯絡，尋求方法釋除市民的疑
慮，並希望社會在未來兩個月可聚焦
聽取政府的解說及討論方案。

致力令高鐵順利開通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
及「一地兩檢」的問題時指出，特區
政府已經過幾年努力，並探討過很多
方案，再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

才研究出「三步走」的方案，希望社
會在未來兩個月能夠聚焦聽取政府的
解說，討論這個方案。
她續說，留意到在特區政府提出

「一地兩檢」方案後，有部分人關注
到法律基礎的問題，包括有關安排是
否符合基本法等。她鼓勵各界人士倘
對「一地兩檢」的運作有「焦慮」，
可以提出來，而特區政府會繼續與中
央保持聯絡，並尋求方法釋除大家的
疑慮。
被問到特區政府會否就方案進行公

眾諮詢時，林鄭月娥表示，「公眾諮
詢」這4個字或是程序，「（社會）都

有不同的演繹和看法，最終我們要問
自己正在做什麼。……我們做的事是
令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能夠在明年第三
季，當工程準備就緒時能夠順利開
通，而順利開通包括達到它的經濟社
會效益和方便市民。」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now新聞台昨日

播出的專訪節目中則指：「我們再去做
諮詢，跟我們已經收集到的社會意見，
會有多大的分別呢？譬如說，可不可以
用一個獨立機構再去調研呢？那其實他
們所做的，跟我們已經做過的，有沒有
分別呢？時間上許不許可呢？這我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考慮。」

袁國強：反對派無實質提議
他強調，有關的「一地兩檢」方案
是由香港特區政府提出，需要香港與
內地有共識下才能實行，不會隨便推
出，而反對派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提出
其他選擇，也沒有實質建設性提議，
「似乎到現在，第一，信息不是太清
晰；第二，似乎至今除了一些個別建
議外，我們沒聽到一些很實質有建設
性的提議。例如美加方案，其實那些
我們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後面的附件
裡，幾個主要的構思我們都寫了（不
可行的原因）。」

莊太量在昨日香港電台節目《香港
家書》上，首先談到自己乘搭內

地高鐵的經驗：「我以前曾在南京大學
教書，在南京住了兩個月，那時候我也
經常搭高鐵，有次去上海跟學生或朋友
吃飯。南京去上海要300公里，駕駛私
家車去至少要三、四個小時，但搭高鐵
的話只需要約一個小時。從南京去上海
吃頓午飯再回南京，感覺就跟從沙田往
返中環的時間差不多。有了高鐵後，這
個生活圈可以擴大很多。」

「有了高鐵，生活圈擴大很多」
身為經濟學者，他直言自己最關心的
是「一地兩檢」對香港有什麽經濟效
益，「最大好處是方便和省時間。政府
報告指『一地兩檢』一年可以省下
3,900萬個小時。這個數字是這樣算出
來的：假設一天有99,000人搭乘高鐵，
大約10萬人左右，每人於過關及轉乘
方面省下一小時，那麽一年365天就可

以合共省下三千幾萬個小時。」
莊太量將這個數字乘以香港人的時間

價值，「假設香港人每月人工平均兩
萬，時薪就大約是100元，3,900萬小時
的七成乘以每小時100元的話，一年就
約省下27億，50年就省下1,350億了，
這個『一地兩檢』帶來的社會價值甚至
超過了高鐵的800億成本。」

帶動旅業「可去以前未去地方」
同時，高鐵還可以帶來延伸的經濟效

益，例如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和生意，
還可以帶動旅遊業發展，「因為高鐵通
車之後，我們可以去一些以前不會去的
地方旅遊。」
在節省時間的同時，他認為「一地兩
檢」還帶來另一個好處：「例如我們坐
東鐵線去羅湖的時候，難找到位子坐。
但高鐵大部分時間都有位給乘客坐。對
於帶着大行李的人來說，他們一般比較
少坐東鐵線，因為要下車過關很不方

便。但現在搭高鐵就像搭飛機一樣，乘
的士或巴士到高鐵站，然後把行李放上
高鐵後就可以很舒服地坐幾個小時前往
目的地，這是我們以前無法做到的。」

「政府低估高鐵所帶來效益」
莊太量笑言：「我相信，政府的報告
低估了高鐵所帶來的效益，因為她沒有算
上這些高鐵所帶來的可能性和方便。」
他續說，在高鐵通車後，從香港去廣
州只需要50分鐘左右，可以實現一小
時珠三角生活圈。「人們星期五中午搭
乘高鐵，晚上便可以到達杭州或武漢，
過一個周末再回來。我相信高鐵建成
後，華南的旅行團都會以高鐵作為主要

交通工具。……高鐵是一個連接了全國
兩萬多公里的交通網絡，如果你不介意
坐久一點，還可以去北京、東北等地
方。所以，高鐵通車後可以帶來很多我
們以前無法想像的生活經驗，也會改變
香港人的生活。」
莊太量還提出，「如果年輕人覺得香

港樓價太高，可以考慮在高鐵沿線置業
或租房子，西九龍去福田只需要14分
鐘，比去沙田還快，而且內地樓價比香
港便宜，這是高鐵帶給香港的經濟效益
及機會。我相信，高鐵實施『一地兩
檢』，對香港經濟來說必定是利多於
弊，對香港下一代也有好處，讓他們除
了香港昂貴的房子以外多一個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
派不斷恐嚇市民，聲稱即使在高鐵西九
龍總站上facebook也會被扣查，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指出，國家為照顧
港人感受已做了很多工作，如有議員身
穿有標語的衣物到內地時，只會被邀請
離開及返回香港。目前，社會對「一地
兩檢」的憂慮源於信心問題，特區政府
一直在做諮詢工作，向社會釋疑，更公
開邀請「一地兩檢」關注組的臨時聯絡
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對話。
陳帆在節目中強調，政府目前的工作

正是公眾諮詢，「我哋做緊個囉。」符
合2003年政府就公眾諮詢訂下的7項原
則。由2013年開始，特區政府已不停回

應立法會議員的質詢，現在亦已向立法
會交代初步安排，其他可能方案如「車
上檢」等，已在文件中有仔細解釋不可
行的原因，而政府內部亦有小組留意傳
媒報道，及社交網站網民的意見。

方案以乘客福祉為前提
他強調，「一地兩檢」方案是以乘客

福祉為前提，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已經
就雙方的職能分工達成初步共識，也成
立了協調工作小組應對兩地乘客的不同
需求及未來可能面對的情況。對於高鐵
實行「一地兩檢」後未來可能遇到的情
況，協調工作小組也已經有充分的估計
和預判，但兩地部門仍然會繼續保持溝

通，跟進最新情況。

槓桿效應 回報比造價高
陳帆指出，香港位處亞洲邊陲，高鐵

對保持香港競爭力有重要作用，不能興
建圍牆封堵自己，跨境運輸配套的發展
亦不可只着眼當下，陸運方面接駁內地
的鐵路能帶來槓桿效應，日後的回報會
比造價高。
他預計，高鐵乘客可以每年節省

3,900小時時間，相當900億元經濟回
報，並可以為香港帶來10,000個就業職
位，50年營運期涉及的薪金收入將達
900億元，西九龍總站的賣地收益，也
將會達到大約9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鐵主席馬時亨昨日指，
當今社會已進入高鐵時代，不少國家及地區都計劃興建高
鐵。中國在高鐵發展上是先行者，又是其他國家的表率，
香港如果接駁不上內地的高鐵網絡，將會相當「蝕底」。

料通車後首年每日10萬人搭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至今已完成95%。馬時亨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高鐵帶來的經濟效益，不能單純以
票價收入扣減支出來計算。他估計高鐵通車之後首年，
每日約有10萬人次乘坐。屆時，將會有更多內地人才
乘高鐵來港經商以至發展，香港的人才亦能回內地創
業，帶來很多無形價值，而長途客會愈來愈多。
不過，他強調，要為香港帶來這些無形價值，前提是

高鐵通車時要有「一地兩檢」的安排。倘立法會明年7
月休會前仍無法通過「一地兩檢」方案，屆時將因為內
地無法在每個車站設臨時清關安排，令高鐵無法運作，
而港鐵同樣需支付薪金及保養維修等費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以諸般手段阻
撓「一地兩檢」的有關安排，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昨日
強調，引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條是解決「一地兩檢」唯
一合憲、合法又可行的方案，又提醒市民要警惕社會上
有某些人將政治立場包裝成法律意見的誤導言行。
湯家驊在電台訪問中指，原本在香港基本法框架下，

「一地兩檢」方案難以實行，但通過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條，採取租賃土地的方式處理，是解決「一地兩檢」唯
一合憲、合法又可行的方法。該方案的目的是為了香港
的經濟發展和交通便利，並不存在任何政治意圖。

政治立場變法律意見誤導人
他續說，自己理解香港社會上有人對「一地兩檢」方

案存有憂慮，但有憂慮並不代表要事無鉅細都反對，特
別是要警惕社會上某些人將政治立場包裝成法律意見誤
導香港市民的言行；反對派議員所提觀點只是政治意
見，不應成為法律基礎。
湯家驊坦言，「一地兩檢」關乎憲制問題，而憲制問

題並非靠民意諮詢就能夠解決的。事實上，有關問題現
在已經不是法律依據問題，而是「政治信任」問題，因
為在法理和技術上能解決「一地兩檢」問題，但部分港
人在「政治信任」上仍難以接受「一地兩檢」。
被問及有關高鐵的4宗司法覆核案件將於下月22日聆

訊，湯家驊直指，因政治意見反對到要交給法庭處理，
是不健康的做法，但他仍希望法庭可有定斷結束爭議。
就有消息指特區政府將於10月立法會復會後向立法

會提交有關安排決議案，他認為作用不大，因為反對派
議員只會認為政府「做騷」，但反對派議員仍可在辯論
過程中暢所欲言表達意見。

林健鋒批「割地論」無中生有害港
另一行會成員林健鋒在同一節目中表示，高鐵具實際

效益，工商界一直都支持「一地兩檢」，而特區政府提
出的方案，無損香港高度自治，且合憲、合法、合情、
合理，是最佳的選擇。他批評反對派議員的所謂「割地
論」，完全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企圖誤導市
民，不利香港發展，並希望社會理性看待有關方案，了
解它對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特區政府早前提出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

兩檢」方案，引起社會討論通關的問
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近日在其
facebook專頁，上載數段此前在參觀西
九龍總站期間拍下的短片，介紹在「一
地兩檢」下過關程序及總站特色，希望
讓市民「早睇早了解」。陳克勤指出，
香港關口及「內地口岸區」的標示非常
清晰，一眾反對派不去參觀就在痴人說
夢，是試圖製造恐慌。
陳克勤在短片中首先介紹了未來高鐵

西九總站「一地兩檢」中出境的安排，
指未來大家坐高鐵，買完車票入閘，然
後坐電梯到出境層，可以見到香港出境
口岸的一個個玻璃包廂，就是出境櫃
位，當然還有未安裝的「e-道」自動出
入境系統，而整個關口類似現時的其他
邊境關卡，「過關話咁易」，出關後再
步行幾分鐘就會見到「中國」關卡，即
內地口岸區。
來到內地口岸區，陳克勤指尚有工程

進行中，但洗手間就已經完工，又形容
兩個關口雖然接近，但很容易可分辨清

楚，又引述政府指未來會像羅湖橋般有
明顯標記，讓市民知道是否已進入內地
管轄區。

批反對派無參觀痴人說夢
他批評反對派議員不來參觀就在痴人

說夢，製造恐慌，是不想接受高鐵和
「一地兩檢」的方便和優勢，又指如果
未來人不多，過關最多只需10分鐘。
陳克勤又介紹，車站採用了玻璃透

光的設計，因此即使在地底候車，仍
可以見到陽光，認為值得稱讚，又指

車站可以容納5,000人，非常寬敞，大
家將來亦可以步行往車站頂，因為站
上會進行綠化，又多了一個市區綠化
空間。他指自己雖然不懂建築學，但
覺得西九總站的設計的確是一個難得
的美妙建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湯家驊：
方案合憲合法可行

馬時亨：
港駁不上高鐵網「蝕底」

持續諮詢 陳帆邀「關注組」對話

克勤通關短片 讓市民「早睇早了解」

■■陳克勤在陳克勤在 fbfb 介紹西九龍總站在介紹西九龍總站在
「「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下過關程序下過關程序。。 fbfb截圖截圖

■■左起左起：：湯家驊湯家驊、、馬時亨馬時亨、、林健鋒出席電台節目林健鋒出席電台節目。。

■■莊太量相信莊太量相信「「一地一地
兩檢兩檢」」對港經濟必定對港經濟必定
利多於弊利多於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帆出席電台節目陳帆出席電台節目。。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希望社會在未希望社會在未
來兩個月可聚焦聽取政府的解說及討來兩個月可聚焦聽取政府的解說及討
論方案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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