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
檢」，指香港與內地的邊境管制
人員在同一地點分別辦理旅客的
出入境手續。「一地兩檢」方案
一出爐，質疑「一地兩檢」違反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議論紛
紛。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問題

法律解決。基本法第2、7、11、20、22、118以
及119條已給了答案。
首先，「割地賣港」說法荒謬。基本法第7條

指明香港特區境內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基本法第
2條，全國人大授權香港特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
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特區政府獲中央授權對
香港擁有管治權而非主權，可「租」可「借」，
但不可「割」。根據基本法第20條，特區政府還
可享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
他權力。
其次，基本法第118條，特區政府需提供經濟
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
高鐵帶來的強大經濟效益能帶動香港各行各業發
展。基本法第119條又要求特區政府制定適當政
策，促進包括運輸業在內的各行業發展。高鐵香
港段連接總長度達20,000公里的國家高鐵網，可
直接前往高鐵沿線所有城市，促進香港發展。
「一地兩檢」是最便捷的利民通關安排，具重大

公眾利益。
在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中，在「內地口岸

區」實施全套內地法律，執行上較清晰，可免出
現法律真空。基本法明文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
港人無需有過多的擔憂。
其一，基本法第11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31條規定，香港特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
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
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其二，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

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
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一地兩檢」早已在全球不少地方實施。例
如「歐洲之星」。「歐洲之星」是連接英國、法
國和比利時的高鐵。列車離開倫敦之後，跨越英
吉利海峽進入法國，然後到法比兩國。為何「一
地兩檢」能在跨國間實現，在「一國」內的香港
落實卻舉步維艱？
速度帶來效益。高鐵實施「一地兩檢」，就是為
了速度和效益考慮。若要在中途辦理出入境手續，
將影響高鐵的效益，如何能體現高鐵的「快」呢？
「歐洲之星」就是以快速高效吸引乘客。有資料估
計，高鐵每年可為港人節省3,900萬小時的交通時間。
高鐵落實「一地兩檢」，促進本港發展的效益相當
可觀，實在不應政治化、妖魔化。

落實高鐵「一地兩檢」香港青年殷切期待

此次我們組織的高鐵交流團，由深圳
直達杭州，香港青年朋友充分體驗國家
高鐵發展的成果，享受到日行千里、穿
州過省的愉快旅程。在從香港出發到深
圳高鐵站的行程，由於交流團人數眾
多，團友們先要分別在香港和深圳兩地
辦理出入境手續，然後再乘坐大巴前往

深圳高鐵站，當中花費了不少時間。為
免錯過高鐵的出發時間，不少團友提前
在凌晨出門。經過這樣的經歷，青年團
友們紛紛表示，要是香港高鐵已經開
通、而且在香港高鐵站實施「一地兩
檢」，「咁就好了」，乘高鐵、回內地
就可省回不少時間和金錢。

高鐵落實「一地兩檢」必不可少
現在內地高鐵網絡縱橫交錯，是全世

界規模最大、發展最成熟的高鐵系統，
內地不少三、四線城市都有高鐵站，大
大加快了不同城市的交往和發展。此次
我們訪問的浙江省，不僅省內的多個城
市連接上高鐵，省會杭州與省外的上
海、蘇州等大城市每日有數十班高鐵往
來，行車時間不過一小時左右，真正形
成了「長三角一小時生活圈」。
在高鐵帶動下，近年已高居全國發展前

列的長三角經濟區，發展更加如虎添翼，
生機蓬勃，年輕人創業就業、改善居住環
境，空間更大，前景更好。這一點，香港
的青年朋友羡慕不已。香港要更好地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和
空間，不落後於上海、深圳、廣州、杭
州，香港高鐵早日通車，接上內地高鐵
網，必不可少，刻不容緩。
高鐵通車便民利港，港人拍手歡迎。

但是，現在香港高鐵因為「一地兩檢」
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有人視「一地兩
檢」是洪水猛獸，認為「一地兩檢」破
壞香港法治，損害高度自治，擔憂內地
人員利用「一地兩檢」「隨意拉港人返
大陸」，寧願高鐵變「廢鐵」，也不要
「一地兩檢」。

反「一地兩檢」違背民意
事實上，美加、英法、星馬等國家都
已經或將實施「一地兩檢」，人家都沒
有因為法律和制度的不同，拒絕「一地
兩檢」，而是通過協商消除分歧、達成
合作，說明人家明白「一地兩檢」的好
處，明白加強交通往來、促進融合的重
要性。香港有什麼理由把與內地在法律
和制度上的差異，視為不可逾越的障
礙，阻礙高鐵發揮最大效益，斷送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的機遇呢？反對「一地兩
檢」，有沒有考慮過年輕人的感受和利
益？有沒有問過年輕人同不同意？

近日，有不少法律界
人士指出，看不到「一
地兩檢」違反基本法，
而是合憲合法合理，甚
至是促進「一國兩制」
精神，指「一地兩檢」
「割地賣港」是譁眾取
寵、站不住腳的；連「港大民意研究計
劃」在內的多個民意調查也顯示，超過
5成的民意支持「一地兩檢」，包括在
西九龍高鐵站劃出部分地方作「內地口
岸區」實施內地法律，在站內完成出入
境手續。
可見，市民心清眼亮，支持「一地兩
檢」，希望高鐵如期通車。香港因為政
爭太多，錯失了不少機遇，拖慢了發展
的步伐。市民已經厭倦政爭，渴望聚焦
發展，把浪費的時間追回來。有關高鐵
「一地兩檢」的討論，應順應民意，客
觀理性，適可而止，不要重蹈政治化的
覆轍。

高鐵「一地兩檢」的討論成為本港社會的焦點。最近新家園協

會組織了2000名香港青年乘坐高鐵專列到浙江交流，參團的青年

朋友親身體會高鐵的快速高效，促進區域發展，更殷切盼望香港

高鐵落實「一地兩檢」，日後可大大減少通關的麻煩，更順暢地

與內地融合，香港青年將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一地兩

檢」在世界各地行之有效，各國以克服困難、達成共識的原則推

動合作，值得香港借鏡。落實「一地兩檢」、高鐵早日通車，與

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利益和前途息息相關，希望社會客觀理性看

待，不要政治化，勿人為設置障礙，阻礙高鐵通車，犧牲香港的

整體利益。

新上任的政府領袖都會小心選擇首個外訪
的國家或地區，既為了顯示新政府未來對外
關係的重點，也藉此向民眾表明施政策略及
方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在上任一個月後，
選擇以東盟成員國新加坡和泰國為出訪目的
地，就是要凸顯香港對加強與東盟經貿關係
的重視，亦是要彰顯在享受「一帶一路」紅

利下，香港助推區內經貿縱深合作的空間、作用和意義。
在昔日的港英時代，香港雖是國際著名自由港，但從未

在意與其他經濟體商議自由貿易協定（FTA），完全偏離
全球一體化的發展大潮，被區內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遠遠
拋離；及至在回歸之後，香港才開始簽署一些FTA，但除
了跟內地的CEPA外，只落實了和新西蘭、智利、歐洲自由
貿易區 ( 含冰島、列支敦斯登、挪威和瑞士4國 )的FTA。
至於本已是第二大貿易夥伴的東盟，FTA仍在等待。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在2014年開始，就與東盟啟動FTA

談判，其間達成4項共識，包括通關手續簡化、檢疫標準統
一、撤銷技術相關貿易壁壘、增強經濟學術合作，預計整體
談判即將完成，實現東盟、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以「一帶一

路」為基礎的「10+1+1」合作共融共進發展戰略。
本港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既是

配合國家的發展戰略，也是讓貿易脫困的所需，更有助發
揮「背靠內地、面向國際」的綜合優勢，讓香港經貿在中
長遠時期重新定位，恢復增長。
香港經濟發展除了北望神州之外，更要面向世界，而東

盟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理所當然的耕耘重點。另一
方面，中、日、韓這亞太區三大強國在區內就政治、經濟
開展的折衝樽俎，東盟「10+3」已成為既定機制，包括中
國內地和香港特區在內的「10+1+1」，更是打造新生產基
地和新市場的新機遇平台。香港向來長於提供金融、專業
等中介商業服務，並從中發掘新商機，當前東、西方大國
都競相擴大在東盟的投資板塊，拓展商業活動，香港務必
乘潮勇進，在新世潮下展現新亮光。
需強調的是，除經貿合作外，東盟地區一向是以香港為跳
板的愛國愛鄉華僑聚居地，無論是反清抗爭，或是支援國家
發展和改革開放，他們始終發揮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如何
凝聚東南亞僑民僑商，將是這一代炎黃子孫，為協助實現中
華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香港市民，義無反顧！

許榮茂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香港要抓住政治生態轉變中的機遇

回歸20年香港歷經風雨
後，中央對「一國兩制」
的把握更趨成熟。香港要

抓住政治生態轉變中的機遇，放下政爭，重新回
歸原有的商業價值，雖然艱難，不失為重啟香港
繁榮的一條路。
歷來以商業為重要價值的香港，經歷了2014年
政改討論的衝擊，顛覆了香港重商輕政的傳統，
開始捲入日益政治化的漩渦。反對派打着民主旗
號，發動了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直至有
「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借宣誓「播獨」，一
度甚囂塵上。

社會的政治熱情在退潮中
不過，經過中央果斷釋法，香港政府和司法
機構依法打擊「港獨」，通過對違法「佔
中」、「旺暴」事件參與者的法律訴訟，重挫
了激進反對派勢力的氣焰。從民調看，香港社會
政治化傾向在滑落中，香港市民的政治「熱情」
在退潮中。激盪之後的冷靜，香港政黨呈碎片化
趨勢。「港獨」雖然受到打擊，但仍不心死，還
遠未退去，只是暫時隱蔽，伺機再來，但相信
在一段時間內還難死灰復燃。隨着林鄭月娥當
選特首並已經上任，香港的政治生態開始發生
變化。
首先，不斷有參與「旺暴」的違法者被法庭重

判。事實上，這一輪的嚴懲，打亂了反對派的陣
腳，大大削弱激進派的猖狂，也令溫和派失去攻
擊的方向。前些日子，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要求林
鄭月娥上任後特赦違法「佔中」的參與者，以及
「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等，以「換取大和
解」。這一方面說明溫和反對派在尋求退路，希
望以退為進；但另一方面，胡志偉的言論受到反
對派內部的攻擊，批評這樣的「和解」只是認
命。反對派的分化，整體力量在弱化中。
港人的「政治熱情」在「佔中」時達到頂峰，

但到宣誓風波後，政治熱情已滑落。「佔中」結
束時，反對派搞手的情緒很低落，希望新一代接
班。上屆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公民黨的交班很
徹底，其中一個考量就是如此，舊人已不願戀
戰。另一方面，香港市民也覺得社會太亂了，要
平靜下來。
這一現象可以從戴耀廷發起的「2017特首選舉

民間全民投票」可以看到，投票慘淡收場。戴耀
廷原打算可收穫100萬人投票的結果，結果參與
投票者不足6萬人，與目標相差甚遠。
上屆特首選舉，反對派也搞所謂「民間全民投

票」，當時有20萬人參與；政改討論時搞的「公
投」，更號稱有80萬人參與。但是，「佔中」、
「旺暴」、宣誓風波後，大多數香港市民清醒
了，香港到底要什麼？這是新的思考。

回歸商業發展 加強與內地合作
面對香港的政治生態新情況，需要思考的是，

如何培育新熱點。
一，培育社會新熱點。社會政治化退潮，香港

需要培育市民關心的新熱點，回歸商業社會是重
要選項。
香港最大功能是商業，和市民最切身的利益也

是商業利益，新政府着墨經濟發展，要拓展新思
路，一方面抓住「一帶一路」機遇，結合香港的
金融、基建等優勢，找到切入點，比如，在香港
的金融領域形成「一帶一路」板塊；在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中，香港也要明確自己角色，積極融入
其中。
另一方面，香港要大力開拓本港市場，比如大

規模搞發展，港珠澳大橋建成以後，把大嶼山的開
發提上施政議程；香港周邊大大小小的島嶼好幾
百，也可以放入開發議程。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開
發政府要作主導，不能把主導權交給地產商。
二，培育政治隊伍新熱點。社會一直有人提出

「新香港人」，這是因應香港回歸祖國、融入國
家而出現的有凝聚力的新團體。這個群體基數
大、基礎好，政治上成熟，可在各個領域與內地
對接。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就是一個好例子，
回歸以來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做得最好，
一方面是他個人的能力，更重要是他的背景，懂
得與內地合作發展。
現在要把培育新的政治隊伍落到實處，搭建

「新香港人」的平台，聯合已有的相關組織，組
織一些配合政府的相關活動；成立「新香港人」
的組織，關心香港發展，關心基層民眾的生活。
三，培育媒體新熱點。香港已經進入碎片化時

代，連媒體都是碎片化的。政治碎片化，新聞也
無從聚焦。香港需要更多新的新聞品牌，吸引年
輕人。

丁 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 城市智庫成員

「一地兩檢」合憲合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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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讀出回歸過渡期的中英較量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所撰寫
的《香港政制發展歷程》已經出版，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
理解「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更好地理解憲法和基本法
之間的關係。
這本書有兩個特點，第一，反映出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

問題的時候，對於英國人的部署作了非常深刻的研究。英
國人基本上是在兩條戰線上推進，在80年代初全力拉大香
港和內地生活水平的差距，製造香港與內地在經濟上、人
心上的差距。第二，英國全力推行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
將力量建基於香港的基層，還部署了居英權計劃，掌握治
理香港的關鍵階層，準備撤退之後，仍然可以將香港變成
一個政治實體，對中國說「不」。
這本書特別分析了英國人70年代末就醞釀要同中國談判

香港前途問題的周密部署。在70年代初，中國的國力上
升，在外交上獲得更多國家的承認，重返聯合國，更加有
信心和條件收回香港。中英雙方對於開展香港前途的談
判，都做好了細緻的部署。當時，中國內地「文革」剛剛
結束，全力爭取香港人心，內地輸送到香港的食品價格低
過國際市場價格50%以上，有效提升了香港普羅大眾日常
生活水平。1970年11月19日，英國宣佈駐丹麥大使麥理
浩出任港督。麥理浩總督來港的時候，政治顧問是衛奕
信，當時的中文譯名叫做魏德巍，顯示出英國做了周密的
人事部署和安排。這兩任港督都是掩飾英國意圖的高手，

後來派來了彭定康擔任總督，則為英國撤退後在香港做好
部署，全力推進中國不贊成的政制改革，大刀闊斧地搶奪
陣地。這本書充分反映了這個背景，讀者們要理解香港後
來政制發展遇上的風風雨雨，就容易得多了。
這本書還分析了香港形勢的發展與國際、國內形勢息息
相關。在過渡期，中英談判談到政治制度發展的安排，中
英雙方的外交部長交換了7封信，達成諒解。彭定康雖然
說不知道7封信的存在，但外交部人員告訴他，的確有雙
方的外長的承諾，但彭定康仍然一意孤行，要推行他的政
改方案。中方在這個時候，已經看到了政制不可能獲得平
穩過渡，做好了「一拍兩散」的準備，回歸後政制安排推
倒重來。這正是回歸之後，親英國的「泛民」，一直對抗
基本法和人大決議的根本原因。
這本書的作者王鳳超從1989至2010年在香港工作，參與
了中英談判，對於香港政制的發展的最關鍵問題，有很透徹
的分析。作者說，參與了和沒有參與，對有關的分析和有關
材料的判斷的精確度，效果是不一樣的，使得分析更加有說
服力。本書目錄中，有一些標題是非常吸引人的：「英國的
決定：香港不進行政制改革」、「港督的產生」、「代議政
制改革的切入點——設立區議會」、「匆忙政制改革催生政
黨並完成政黨政治」、「政制博弈的第一回合」、「政治風
雨中出台的單普選方案」、「政制發展再停步」等等。細讀
此書，能夠細緻地分析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的節點。

徐 庶

林太首次外訪推動參與「一帶一路」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攻擊蔡若蓮的底牌是反對愛國

蔡若蓮獲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以及
教協上層分子強烈反對，其所列舉的理由，已受到許多人
的駁斥，然而他們置若罔聞，繼續挖空心思，提出新的
「理由」。
其實所有的「理由」，都是胡亂拼湊，不值一駁。若把它

與歷年來葉建源和教協上層發表的謬論相比，當會發現，其
理據之荒唐，實屬罕見，其狂妄的程度，已近乎歇斯底里。
這些人斷定「在選舉中落敗的人，不能當官」，如此論
調過去聞所未聞。當年奧巴馬與希拉里競選美國總統，落
敗的希拉里仍被奧巴馬任命為國務卿，並沒有人以該準則
提出反對意見，因為它完全不成理由。任何有常識的人，
都會視之為笑柄。筆者不相信他們不懂這種常識，但他們
竟然樂此不疲，顯然別有用心，愚弄世人。
這些人說什麼「政治背景」、「教聯副會長」、「洗腦

國民教育」，將教育扯上政治，並非一般的政治化，它涉
及一個大是大非問題。說到底，他們攻擊蔡若蓮，是因為
她愛國，他們不敢明言，但是《蘋果日報》為他們開了
腔，指出「愛國是教育官員的原罪」。
凡是起勁地反對愛國愛港的人，對國家都不懷好意。他

們自己固然不愛國，還要反對別人愛國。他們自稱愛國是

假的，他們打着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只是為了掩蓋
他們反對愛國的真面目。
從葉建源和教協分子當年反對國民教育，支持「佔中」，

到今天以蔡若蓮具政治背景為理由反對其擔任教育局副局長，
一脈相承，而且越來越離譜，為此竟然不擇手段，甚至睜大
眼講大話，硬將國教風波與蔡若蓮拉上關係，其實當年蔡並
沒有參與制訂國民教育參考資料，也沒有擔任教聯會副會長，
他們竟敢向公眾撒謊，試問誠信何在？
身為教育界人士，如果連基本道德都欠奉，怎樣教導學
生？怎能引導學生走上正軌？筆者相信，本港多數教師具
有專業操守，並以身作則，教導學生崇尚真理，明辨是
非，以誠信待人處事。
葉建源等反對愛國，對社會和教育事業造成很大的損

害，他們越走越遠，如不及時醒悟，一定會造成惡劣的後
果。戴耀廷發起「佔中」，為教育界人士所不齒，最近他
還去日本抹黑中國，預言中國將四分五裂，香港要「自
決」和「獨立」。李柱銘則對「一地兩檢」胡說八道，製
造混亂。他曾說：「你話我做漢奸，我日日做漢奸，有需
要時做漢奸」。戴李所走的道路，完全是從不愛國到抗中
以至反華，患上政治癲癇症。

桂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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