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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九成網民挺「一地兩檢」讚便民利民振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庭佳）行
政會議召集人陳智
思（見圖）昨日強
調，實行「一地兩
檢」是符合常理、
非常簡單的事，又
反駁反對派聲稱內地人員可在香港內「捉
人」的講法，指被內地通緝者自然不會走
進西九龍總站內的「內地口岸區」。

非中央強加於港 出於實質考慮
陳智思昨日在港台英文節目《給香港的

信》中表示，從務實角度來看，實行「一
地兩檢」是符合常理、非常簡單的事。對
於反對派聲稱「一地兩檢」會損害香港的
高度自治、危害港人的權利和自由，陳
智思反駁指，「一地兩檢」並非中央政
府強加於香港，而是香港出於實質考
慮，請求中央批准實行「一地兩檢」。
他又指，西九龍總站內的「內地口岸

區」是密封的，不能意外地走入走出，
乘客需經過售票大堂、驗票閘口及「香
港口岸區」方可進入，而兩個口岸區之
間有明顯標示。
對於反對者稱內地人員可在「內地口岸
區」拘捕被通緝者，陳智思指如果該人在
「內地口岸區」出現，即已決定進入內
地，正如徒步過羅湖橋或坐飛機到上海一
樣，「坦白來說，如果你被內地通緝，你
不會嘗試通過內地的入境關卡，不會飛去
上海，不會走過羅湖橋。所以為何你會

（在總站）下去管制區域，通過香港出入境檢查，
到那個位於西九龍地底的特別區域呢？」
他又提到，有報章稱如果有人在「內地口岸區」

被搜出毒品會被判死刑，但其實該人在14分鐘後也
會面對同樣刑罰，因為列車已抵達深圳。

「很多人對高鐵便捷急不及待」
陳智思強調，對經常往返兩地的人而言，「一

地兩檢」實非什麼大問題，而高鐵香港段通車
後，更多港人會欣賞其便捷，「我發覺有人對政
府存疑，害怕和內地有更緊密聯繫，不過他們捉
錯用神（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了。很多人
對高鐵的便捷急不及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
廣泛討論高鐵「一地兩檢」方案，
團體「愛護香港力量」昨日在銅鑼
灣街頭舉行集思會，約有20人出席
支持，並向途人宣傳方案。團體秘
書長李家家表示，對於反對派使用
「割地」字眼感到憤怒，認為不能
接受，又指反對派稱「一地兩檢」
違反基本法是誤導市民及將事件政
治化，恐嚇想乘高鐵的市民，團體
將落區宣傳爭取市民支持方案。

市民：一般人不會怕「一地兩檢」
昨日出席的市民高舉印有「『一地

兩檢』接地氣 振興香港沖天飛」等
標語的紙牌，並高叫「我要『一地兩
檢』」等口號。
參與集思會的市民黃先生直言，支

持政府在高鐵落實「一地兩檢」，指
深圳灣口岸已證明方案的可行，可以
為市民帶來方便。他指方案雖然可能
有法律爭議，但認為不是嚴重問題，
指大部分市民都會信任中央及特區政
府，因為法律是用作保護市民。他又
指，一般人不會害怕「一地兩檢」落

實，除非有人有「特別任務」。
另一市民黃先生指自己特意從新

界到現場參與集會，只是用上大半
小時，他表示在交通尚未發達的時
期根本沒有可能，在地下鐵路興建
的時候也有不少人反對，但在現時
已沒人反對地鐵，他希望可以落實
更便民的「一地兩檢」方案。他又
批評反對派為反而反，沒有對市民
講出事實的全部，希望公眾可以看
清事實，支持「一地兩檢」。
市民郭女士批評反對派事事反

對，是為了截斷香港與祖國內地血
濃於水的情懷，也阻礙香港的安定

繁榮及經濟發展。她表示，反對派
只想「踏單車」沒有問題，但不要
阻礙全港市民「上跑車」，希望政
府能頂住反對派的歪理歪風，落實
「一地兩檢」。
市民唐女士認為，香港與內地關

係密切，由各口岸人潮往來可見一
斑，而高鐵可以加強兩地民間交
流，「一地兩檢」更可令交流更見
便利，除了可以更快去到廣東地區
外，更能以更短時間到達上海及北
京等地。她指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批評以「割地」反對「一地兩檢」
的人是「港獨」思維。

「一地兩檢」具法律基礎不會推翻
林鄭：上京會反映市民關注 作適當安排以公眾利益為依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啟程前往北京，展開她

上任後首次訪京之行。行前她在香港國

際機場會見傳媒，對於香港特區近期熱

議的高鐵「一地兩檢」，她表示，此行

將拜會國務院港澳辦，會談及「一地兩

檢」的問題。她並說，「一地兩檢」經

過幾年反覆推敲、有法律基礎，不會推

翻有關方案，但願意反映部分市民對有

關安排的關注，並作出適當安排，也會

再聽聽市民意見。她又期望，若「一地

兩檢」的實行是信心問題，大家可以用

開放、包容的態度來處理，並以公眾利

益為依歸，而立法會議員在未來日子亦

可多些深入了解關於高鐵項目和「一地

兩檢」的安排。

陳弘毅：「三步走」立法 增權非棄權

「愛港力」批反對派恐嚇市民

■■截至昨晚10時半，在參與投票的逾2.5萬名網民
中，支持「一地兩檢」方案的佔比高達91%。 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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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發揮高鐵效益
增港整體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昨日出席一項活動前會見傳媒時表示，高
鐵「一地兩檢」是必須的，因為「一地兩檢」
能發揮高鐵的最大效益，令香港市民到內地變
得更加方便，同時又增加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對於有人對「一地兩檢」有疑問，他表示會盡
量向市民解釋。由於這個方案對香港來說是全
新的，所以歡迎市民有任何問題都可提出，他
都樂意聽取意見。
被問到可否考慮只容許內地執法部門擁有清

關的權力，待釋除港人疑慮後再給予全面執法
權的問題時，李家超回應指，只給予內地執法
部門清關的權力，將會有很多法律空白出現，
而空白的地方一定要由香港法律填補，否則法
律就會出現真空。在這個情況下，兩地的司法
管轄權就會重疊，法律方面的挑戰就無可避
免，另外也可能會出現滯留內地嚴重罪犯、免
遣返聲請個案上升的問題。
李家超重申，沒有「一地兩檢」就發揮不了
高鐵的最大經濟及社會效益。 他表示，「一地
兩檢」令香港接駁到龐大的國家鐵路網絡中，
令港人在離開香港時只需做一次通關，便可以
前往全國不同的車站，希望港人不要錯過這個
難得的機會。他並說，今後在落實執行「一地
兩檢」的時候，會盡量彈性處理。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前排右二前排右二))表示表示，，上京前往國務院港澳辦上京前往國務院港澳辦，，會會
談及談及「「一地兩檢一地兩檢」」的問題的問題，，並願意反映部分市民對有關安並願意反映部分市民對有關安
排的關注排的關注。。圖為她早前參觀高鐵列車車廂圖為她早前參觀高鐵列車車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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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及「一地兩檢」是「信心問題」，政府
能否做更多溝通和承諾等，林鄭月娥表

示，有關於「一地兩檢」公眾解說的工作和在立
法會討論的工作，她承諾特區政府一定會全面配
合，「如果議員需要一些什麼資料，我們有關的
局，包括運房局、保安局和律政司都很願意提交
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亦在很早階段已聯同兩位
局長親自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

籲用開放包容態度處理
不過，她認為，若「一地兩檢」是信心問題，

大家可以用開放、包容的態度來處理，並以香港
最大的公眾利益為依歸，「這些溝通工作都需要
雙方面大家都願意溝通，好像我們早幾日安排了
由港鐵主席或者他的總裁親自陪同立法會議員去
參觀高鐵的總站，但有一些議員要杯葛、不肯
去，但跟着又問究竟在大堂怎樣經過B2、B3可
以落到平台，又問要平面圖。我們都願意提交，
但平面圖無論如何都不及你親自去看過這個站，
走過那段路，你去過就會完全明白，我早前所說
有人可以不知不覺走進內地口岸區給人拘捕是匪
夷所思！我也呼籲立法會議員在未來日子多些深
入了解關於高鐵項目和『一地兩檢』的安排。」
至於能否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所建議，白紙
黑字寫明「一地兩檢」有關安排「下不為例」，
林鄭月娥則指出，「一地兩檢」的「三步走」是
一個法律的工作，不是隨便可以把一些並不屬法
律的語言或者條文寫在一些法律文件裡。

冀爭取簽訂港參與「帶路」合作
除了談「一地兩檢」，林鄭月娥昨日亦表示，

是次北京之行會拜會十多個中央的部委和機構，
並會就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和「一帶一
路」建設作商討。她說，大灣區工作方面，粵港
澳三地政府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7月1日
已經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故今次會與發改委討
論一些具體落實的工作。「一帶一路」方面，她
曾在政綱提出，希望能夠爭取香港與中央簽訂一
個有關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議，今次
亦是探討這方面的工作。
林鄭月娥又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講話裡
提到，要求中央有關部委就積極研究出台一些便
利香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的具體措施。
她說，自己已透過商會和一些社團了解了在內地
讀書、就業、創業、生活的港人的要求，會趁這
次機會向有關部委反映他們的意見。
另外，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在一活動後亦
被問及「一地兩檢」的問題。他重申，「一地兩檢」
是特區政府與有關內地當局詳細地審視過不同的
方案後，發覺唯一可行的就是這個方案，是經過
深思熟慮後，決定推進的方向，故現時不是去做
公眾諮詢，去問做與不做「一地兩檢」的時候，而
特區政府未來會繼續做好解說和溝通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對
於反對派聲言高鐵西九龍總站實施
「一地兩檢」是「割地」、「削
權」，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
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昨日表
示，高鐵「一地兩檢」與現行深圳
灣口岸的做法大致相當，而且由於
有6個範疇保留由香港法律管轄，故
安排會更加照顧香港，而香港是邀
請內地人員來港提供服務，與「割
地」完全無關。他又指，根據「三
步走」立法程序，經全國人大常委
會授權後，香港可透過本地立法設
立「內地口岸區」，做法並非放棄
本身權力，而是增加立法機關的權
力。

僅將內地清關程序搬來港
陳弘毅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強

調，「一地兩檢」毫無疑問值得
做，因只是將在內地進行的出入境

及清關程序搬至香港，令旅客出行
更加方便，而他們的法律權利沒有
任何受損，也不會增加他們的法律
責任風險。他解釋，如果乘客有不
法行為，本來在內地都會受法律制
裁，而當通關設施搬至香港時，就
會在「內地口岸區」接受同等的法
律制裁，這是很多乘客乘搭高鐵前
已經知道的事。
對於反對派的「割地論」，他指

根據特區政府的方案，西九龍總站
將設「香港口岸區」、「內地口岸
區」，分別由香港和內地管轄，並
有6個範疇保留由香港法律管轄，包
括施工建設、保險、維修保養、消
防標準等，故西九龍總站實施「一
地兩檢」是與深圳灣口岸的大致相
當安排，但更加照顧香港。他又以
《南京條約》為例，指當時英國要
求清政府割讓香港島，是單純為了
英國利益的不平等條約，而「一地

兩檢」是邀請內地執法人員來港提
供服務，為的是方便使用高鐵的市
民，與「割地」完全無關。
對於反對派聲言「一地兩檢」是

放棄香港本身權力，陳弘毅表示，
香港立法機關本來無權自行立法設
立「內地口岸區」，但根據「三步
走」立法程序，經全國人大常委會
授權後，香港就可以透過本地立法
設立。他認為，這不是放棄香港基
本法第二十條賦予的權力，而是增
加立法機關的權力。
他又指，一般公眾諮詢適用於特

區政府自治範圍內、可以自行決定
的政策，但由於「一地兩檢」經過
香港和內地長時間磋商，並非特區
政府單方面自行決定的政策，因此
現實上不可能做到一般公眾諮詢，
但社會仍可發表意見，政府仍可聽
取並繼續完善方案，但不可能推倒
重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公佈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安排
後，引起全城熱議。有網上民意調查
顯示，截至昨晚10時30分，在參與投
票逾2.5萬名網民中，支持「一地兩
檢」方案佔比高達91%，即接近2.3萬
人。網民留言均認為「一地兩檢」便
利市民，民意非常清晰，又批評反對
派是為反對而反對，不得人心。
經濟通與晴報於高鐵「一地兩檢」
方案公佈後，於上月25日起在網上聯
合舉辦民意調查，題目為「高鐵『一

地兩檢』方案出爐，西九總站設『內
地口岸區』由內地人員執法，你支持
此方案嗎？」
網民可投票表示「支持」、「不支
持」或「無意見」。截至昨晚10時30
分，有25,193名網民參與投票，其中
91%表示支持，即佔22,925人；不支
持有9%。
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市民均支持

「一地兩檢」，且隨着投票人數愈來
愈多，支持的比率亦愈高。香港文匯
報早前報道，本月4日晚有3,000多名

網民投票，其中85%表示支持。

網民：繁榮富港 何樂而不為
網民「rexina」留言表示：「我作為
香港市民是100%支持的。造就香港人
便利，就是繁榮富港原因之一，何樂
而不為呢？」
「pearl863 」亦說：「到現在，政
府已全面解釋，民意亦回饋清晰，還
在千方百計想拖垮『一地兩檢』的，
就是那批在骨子裡反共抗共不接受香
港回歸，要依附外國佬的港毒。」

批反對派與民為敵 自取滅亡
「bingo」 亦狠批「反對派為反對而
反對，上綱上線，路人皆見，不得人
心。」又認為「深圳灣口岸運作模式

良好，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如今西九
高鐵『一地兩檢』只是照辦煮碗，怎
能說成破壞基本法損害法治？這是
100%便民利民振興香港的好事。反對
派與民為敵，自取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