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法理符民意 推動「一地兩檢」

高鐵實行「一地兩檢」是香港與內地
的重大民生政策，符合 「一國兩制」
及香港基本法，有穩固的法律基礎。而
且，內地執法人員只會在「內地口岸
區」執行內地法律，不涉及全國性法律
適用在香港的範圍，因此並不會涉及基

本法第18條、即「全國性法律不在香
港實施」的條文，也不須將有關內地法
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也沒有違反基本
法第22條有關「內地人員不得干預香
港事務」的條文，更無須修改或解釋基
本法。因此，「一地兩檢」安排的目

的，絕不是擴大內地執法部門在香港的
權力，或有意擴大內地法律在香港的適
用範圍。 更具體來說，通關程式應理
解為主要是一種服務多於執法權力的行
使。

莫將民生議題政治化
將議題口號化、標籤化，是公民黨的

慣用伎倆。「一地兩檢關注組」發起人
之一、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日前於某街頭
論壇形容，「一地兩檢」是「自閹」，
相當於「我哋問北京拿個權來自盡，點
解可以唔問我？」。「一地兩檢關注
組」臨時聯絡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
淑莊曾撰文稱，實施「一地兩檢」程
式，是所謂「割地削權賣港三步走」，
又稱「今日割一塊，明日割一塊，邊界
隨跨境列車移動，香港的司法管轄範
圍萎縮，朝向毀滅」云云。雖然公民黨
「指鹿為馬」，極力抹黑「一地兩
檢」，但是香港大多數市民並不相信他
們的謊言。多個民調顯示，支持「一地
兩檢」方案的市民佔絕大多數，最高比

例更高達9成7，呈壓倒性優勢。其中
進行民調的自由黨表示，大部分市民都
不認為「一地兩檢」是洪水猛獸，期望
少數議員能宏觀考慮高鐵的整體效益和
廣大香港市民的利益，希望反對派不要
將民生議題政治化，勿一再錯失推動經
濟向前走的契機。

避免香港被邊緣化
正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所指，現

時已進入高鐵時代，世界各地的高鐵版
圖不斷擴大。他相信，香港日後可以透
過高鐵經由內地前往世界各地，正如現
在已甚少人選乘飛機來往英法，多會乘
坐「歐洲之星」火車一樣。他重申，
「今日未必能夠想像到，但高鐵將來所
帶來的經濟效益必定很大」，又認為從
香港市民的角度出發，「有高鐵一定方
便好多」。他相信，在高鐵正式開通
後，將會為香港的經濟和旅遊業帶來收
益，如外商或者會以香港作為進入內地
的中轉站，相反，假如高鐵未能發揮其
效用，香港只會被邊緣化。

自從政府公佈高鐵
「一地兩檢」方案之
後，廣大市民主流意
見均認為方案符合
「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運作上可行有
效，亦確保不會出現
保安漏洞。更為重要
的是，「一地兩檢」是唯一可以讓高鐵
發揮最大效益的方法，令香港正式納入
國家「八縱八橫」的高鐵網絡，為香港
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對鞏固香港的交
通樞紐地位，加強香港作為國家與國際
接軌「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有重要作
用。廣深港高鐵直接連通香港，銜接國
家高速鐵路網絡，將大幅度縮短時空距
離，對加強香港與珠三角及內地交流意
義重大，將促進內地與香港基礎設施的
互聯互通，完善粵港澳地區綜合交通運
輸體系，推動經濟合作，經濟融合發
展，促進香港經濟的長期繁榮穩定，為
香港經濟增添新動力，將發揮重要的意
義。

近日，反對派議員繼續以所謂「割地」、「租界」、「喪權辱

國」等字眼抹黑「一地兩檢」，要求擱置「一地兩檢」及先進行

公眾諮詢。特別是公民黨議員接二連三地就「一地兩檢」議題進

行持續炒作，上綱上線、恐嚇港人。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

聲稱：「除非你以後不行近西九，就算你不行近西九，有人要將

你放在西九附近，你已經沒有保障了」。其散播謬論的目的，就

是要將「一地兩檢」與所謂「跨境執法」聯繫起來，在社會製造

恐慌心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其後在電台節目就不點名駁斥吳的

說法，形容這是「匪夷所思」，批評反對派將反對理由推到太極

端，有點荒謬。對「一地兩檢」社會上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有關

方案的「三步走」屬法律工作，是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

憲制規定。

「一地兩檢」是一塊照妖鏡

世界上幾乎沒有完美的政
策，一般政策都會讓最大部分
持份者得益，但總會有小部分
持份者未能得益。然而，當高
鐵香港段落成後，實行「一地
兩檢」安排卻幾乎只會看到受
惠者，卻看不到有什麼人士或

界別會由於「一地兩檢」而受損；相反，如香港
高鐵沒有「一地兩檢」，什麼人會受損是很明顯
的，卻又有什麼人得益呢？反對派連日來大力反
對「一地兩檢」，但他們能否指出拉倒「一地兩
檢」後，會有什麼人受惠？站在反「一地兩檢」
的立場，到底是在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相反，建
制派全力為「一地兩檢」護航，背後的目標很清
楚，也就是為香港的發展利益護航。
所以，筆者一直想不通，對於一個幾乎只有好

處沒有壞處的「一地兩檢」政策，為何反對派竟
不惜傾力反對呢？特區政府推行了多項政策措
施，為何反對派偏偏選擇「一地兩檢」為打擊對
象？筆者後來想到，反對派可能對於2009年底的
反高鐵示威念念不忘，誤會可照辦煮碗再一次炒
作高鐵議題，煽動市民的反對。但從現時的社會
反應來看，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是無法打響的。

試想一下，特區政府為興建高鐵香港段，已投
入了800多億元的巨額公帑，最終難道不是為了
讓市民享受到快捷高效的高鐵服務嗎？但若然香
港高鐵缺乏「一地兩檢」的配合，乘客過關時便
需要在深圳帶齊行李集體下車處理通關程序，然
後再集體驗票上車，上上落落，費時失事。一旦
「一地兩檢」安排落實了，乘客便能夠在上車前
一口氣通過香港與內地的邊檢，省卻了很多麻
煩，又節省了更多時間。誰優誰劣，是顯而易見
的！
在便利乘客，發揮高鐵最大價值的大前提下，

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採取「一地兩檢」安排無疑
是一個務實理性的決定，當中也不涉任何政治考
慮和政治利益。筆者也相信，在市民利益和社會
發展的大前提下，一些技術性和法律程序問題是
能夠妥善解決的。可惜的是，我們看到反對派誇
張地妖魔化「一地兩檢」，甚至把「一地兩檢」
形容為「割地」，無風起浪，一心一意要求拉倒
「一地兩檢」，而不作任何努力解決「一地兩
檢」的技術性和本地立法問題，到底反對派有沒
有考慮過香港利益呢？筆者認為，「一地兩檢」
議題猶如一塊照妖鏡，再次照射出反對派站在市
民利益對立面的真面目！

「一帶一路」是中央的大戰略，而新疆則是
「一帶一路」陸地經濟帶的必經之路。因此，開
發新疆成了「一帶一路」的重大規劃之一。
今日新疆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太少，新疆土地面

積166萬平方公里，人口僅2千萬人，太少了。人
口少的原因是許多人誤以為新疆是不毛之地，是
一片荒蕪的沙漠。實際上這是錯誤的看法。近日
我曾經到新疆走一趟。是的，新疆有一大地荒
漠，但是，宜居之地也還真不少，人口再增加3
倍也仍然足足有餘。
要開發新疆，第一要務是增加人口，吸引外來

的人口進入新疆定居，要吸引外來人口，第一件
事就是向全中國、全世界宣揚新疆，除了荒漠
外，仍有廣大的土地是景色宜人、宜居宜住之
地，新疆的瓜果聞名於世，荒漠何來瓜果。因
此，可以用新疆的瓜果來宣傳新疆是宜居宜商之
地，以吸引新來的新移民。
「疆獨」人數極少，新疆是安全的，維吾爾族

是善良的、可親的。
要開發一個地方，基建先行，北京至烏魯木齊

的高鐵在興建中，將來，這條高鐵還應該延長至
伊犁。如果打通鄰國就更理想，高鐵確使烏魯木
齊至伊犁沿線城市急速發展，也可以推動旅遊
業，百業之中，旅遊業是最容易開發，而且可能
僱用許多人的行業。
新疆陸地邊界線5,600公里，連接8個國家。

要開發新疆，也應該適度地協助鄰國共同開發
共同繁榮，這一回的新疆之行，我們參觀了中
國與哈薩克斯坦的邊境合作區。目前，合作區
內只有免稅店的業務，那是不夠的，合作區內
應該開展工業、製造業，兩國人民都可以自由
在區內工作。
香港工業家很多，新疆應該設法以優惠的稅務

吸引香港工業家到新疆投資，到新疆邊境國家投
資。
經濟上去了，少數民族問題的解決也可水到渠成。

蔡毅 太平紳士 全國人大代表

陶桂英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副會長聶德權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香港積極貢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017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
平見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國家發改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
同在香港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
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充分體現
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高度重
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中央按照
「一國兩制」方針作出的重大決策
部署和新的實踐探索：一是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高水平參與國
際經濟合作新平台，建立與國際接
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二是探索
在符合「一國兩制」下的區域合作
新機制，拓展港澳地區發展新空
間，提升港澳國際競爭力，保持港
澳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作為連接國際和灣區的雙向平台
對香港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
供了另一次參與國家發展和地區合作
的機遇。在「一國兩制」的雙重優勢
下，香港一方面得到中央和內地省市
的支持，能夠乘搭國家發展的快車，
也可以積極參與國家的重大發展策
略，包括「十三五」規劃、「一帶一
路」倡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十三五」規劃內《港澳專章》明

確支持香港發揮獨特優勢。專章「支
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功能，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
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支
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
興產業。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香港會充
分發揮這些獨特定位，並且打造新的
競爭優勢，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實現
錯位發展，以期實現互惠雙贏。
此外，香港作為高度開放和國際化
的城市，無論是社會、經濟和法律制

度都與國際接軌。香港亦擁有廣泛的
國際人脈關係，以及具備國際視野和
創新思維的人才。另一方面，香港與
廣東省人緣相親、地脈相連、文化相
近，在大灣區發展中，香港可以成為
雙向開放的平台，與大灣區城市共同
拓展國際領域。

在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服務發揮優勢
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的重點，是在

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服務方面發揮
獨特優勢，將香港的國際關係，延伸
到大灣區。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最大

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可以在國際
資產管理、資金管理、風險管理、項
目融資、綠色金融、金融科技等方
面，協助和推動大灣區城市「走出
去」。航運方面，香港可憑藉高增值
專業海運服務及國際航空樞紐的優
勢，帶動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級
港口群和空港群，以至成為亞太區的
高端航運服務業群。至於貿易方面，
香港可配合內地新興產業和先進製造
業的迅速發展，成為內地企業對外投
資、融資、併購和國際經營的平台，
和大灣區企業及世界各地企業之間的
重要橋樑。

大灣區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除上述傳統優勢產業外，香港可充

分利用大灣區帶來的機遇，為香港經
濟多元發展注入新動能，特別是在創
新科技、創意產業和法律服務方面。
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優勢突出，

且擁有寬鬆的環境、自由的信息通道
和完善的金融、法律體系，如果能和
珠三角地區的產業鏈優勢結合起來，
大灣區有條件成為全球領先的創新及
科技中心。
此外，粵港澳的文化創意產業亦可

以加強開放市場及投資，並提升人才

合作交流，利用香港為文化創意產業
人才樞紐的平台，攜手推動粵港澳粵
語電影電視製作。
在法律服務方面，香港實行國際商

貿社會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和國際商貿
慣例，亦是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及解決
爭議服務中心，通曉兩文三語的人才
具備國際視野，可為內地企業提供多
元化的專業法律及相關服務，協助內
地企業有序穩定地開拓海外市場。

積極開展工作 做好大灣區城市群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目標，除

了要實現大灣區城市錯位發展，開闢
互利共贏合作新局面外，亦要促進區
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等生產
要素的流通。
就此，我們會在三方面開展工作。

第一，我們會主動與業界聯繫，了解
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在早前的諮詢
中，我們收集了不少具體建議，包括
改善稅務制度，以提升港人到內地工
作的誘因，以及推行便利港人和車輛
進入內地的措施等。第二，由於這些
建議涉及不同的政策範疇，我們會統
籌特區政府不同政策局就大灣區建設
的意見，並向在大灣區規劃中牽頭的
國家發改委作出全面反映，為其草擬
大灣區發展規劃時，提供有用參考。
最後，我們會與國家發改委，以及廣
東與澳門兩地政府保持緊密溝通和加
強合作，攜手做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規劃的編制工作。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當中，香港

會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以及「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的方針，發揮「一國
兩制」的優勢，分享國際關係和國際
經驗，掌握大灣區發展的重大機遇，
在推動自身發展之餘，也為國家的建
設貢獻力量。
（本文轉載自2017年8月號《紫

荊》雜誌，編輯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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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新疆對「一帶一路」的意義
曾淵滄 博士

香港長期未能解決市民的居住困難問題，政府
和相關機構好像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覓地建屋、
增加房屋的供應。一方面增加市民的居住空間，
一方面減輕房價。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好方法，可
惜費時頗長，有遠水救不了近火之虞。
廣州近年外來人口漸多，房屋問題也成了燃眉

之急的大問題，雖然近年廣州也建了不少高樓大
廈，但房價因房屋的供求關係的比例不平衡而急
劇上漲，與香港你追我趕，不遑多讓。
除了找地建房之外，廣州市政府推出了一個

「租售同權」的新辦法，擴大廣州市房屋的租賃
範圍和承租人權利，使其有了法定保護的承租權
並能就近入學、就業、營商、就醫等生活必須權
利，希望把廣州發展成全國的租賃中心，開擴租
賃市場的先河。
7月17日，廣州市政府發佈了《關於廣州市加

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主要
內容是：一，扶持住房租賃企業，促進大中小企

業的發展；擴大和平衡市民居住條件，有利於買
不起房的市民；二，做大租賃供應市場，鼓勵供
應主體多元化。允許商業用房改為租賃住房，土
地年限不變，水、電、氣通通按居民標準執行，
鼓勵城市中村出租房屋；三，減稅，只要業主肯
出租就減稅；四，做大租賃市場，租售同權，正
式宣佈賦予符合條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學
等公共服務權益。業主與租客家人子女福利一視
同仁；五，增加住房公積金對租賃住房的支持力
度，凡提取公積金租房的由以前60%增至80%。
鼓勵市民不買房去租房，鼓勵各類房屋的業

主不賣房變為出租房，這可以供香港借鏡。香
港有大量空置的工業大廈，為何不可以由政
府，有關機構和業主合力改建為住房？不少村
屋和丁屋也空置無人居住，也可大力鼓勵出
租，這既有助消滅危險的劏房，也大大解低住
房租金，也緩和青年人因買不起房而不能結婚
的怨氣，何樂不為？

香港可學廣州擴大房屋租賃權
黃炘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張敬偉

安倍新內閣影響中日關係

安倍晉三首相8月3日再次改組內
閣。這是他第二次擔任首相後的第四
次改組內閣。
當然，改組內閣也是安倍不得已而
為之，或者說一連串醜聞纏身的倒
逼。眾所周知，從森有學園到加計學
園再到前防衛相稻田朋美的不當言
行，安倍首相迎來連續的低迷民意支
持率（30％左右）。安倍不改組內
閣，很難繼續執政。因而，本次改組
內閣，是斷尾求生的政治自救。糟糕
的是，本次政治危機的始作俑者，主
角是安倍晉三，因而他能否通過改組
內閣將低迷的民意拉抬上去並安然度
過這場危機，還有待觀察。
但是，危機對安倍首先打擊很大，
觸動也很強。起碼改變了安倍首相倨
傲逞強、任人唯親的風格。本次內閣
改組，原閣員留任5人，首次入閣的
新人有6名，重任64歲以上的老將7
人。因而，安倍此舉具有平衡各派權
力的典型特徵。
安倍的妥協，在於保住自己的相
位，以便繼續落實他強勢鮮明的右翼
政策。畢竟，「安倍經濟學」尚未充

分發揮作用，修憲努力也未讓日本實
現「正常國家化」，安倍首相還要繼
續美國放棄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因而，安倍的戀權是為了
實現其政治理想或者說野心。當然，
他也有要成為戰後「最長命首相」的
私心，以成就自己的歷史地位。

中國應理性應對
首先，安倍改組內閣，是日本內

政，和中國關係不大。如果說能夠影
響日本政局的國家，只有美國別無其
他。所以，國人審視安倍改組內閣，
要有平常心，這既是日本憲政體制的
常態，也是安倍政府自我救贖的政治
手段，不必過度聯想。
其次，也應看到本次內閣改組的積

極因素。畢竟，本次內閣成員，具有
典型的派系特徵，有助於約束安倍的
獨斷專行。特別是，知華派河野太郎
任外相，對於破解中日韓三國的歷史
爭端會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
其位謀其政，包括河野太郎，也無法
扭轉安倍政府的外交路線。因而，不
要對內閣改組和個別閣員有太大希

望。
其三，千萬不要認為安倍內閣維持

不下去，即使安倍下台，無論誰當首
相，中日關係都面臨結構性的難
題。因為中日兩國的實力發生了變
化，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形勢也發生了
逆轉。因而，中日之間的歷史死結和
現實矛盾，不是安倍一個人造成的，
而是各種因素糾結下的現實。
其四，如果安倍能夠穩住相位，那

些醜聞也會漸漸消弭。安倍政府的民
意支持率是動態調整的，遇到醜聞會
拉低民意支持率，但醜聞熱度一過，
安倍政府的民意支持率還會升上來。
中國，要學會和安倍這樣的右翼政府
打交道，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老
死不相往來，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
益。
不管是安倍政府，還是其他人當

政，中日關係都是一道難解的外交方
程式，雖然求解很難，中國還是要努
力求得正解。其實，日本又何嘗不是
如此。
對於安倍新內閣，中國準備好了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