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預計斥資319億元興建的
啟德體育園已於上月截標，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啟德體育
園現時共收到6份標書，會挑
選其中3份，再花半年作設
計，預期明年批出合約，料可
於明年中動工，希望項目在本
屆政府完結前完工。
劉江華在節目上強調，啟德

體育園項目不會成為「大白
象」工程，一定能吸引不少賽
事和活動。在體育園落成前一年，當
局會成立諮詢委員會，讓各界監督政
府的工程。至於體育園可容納5萬名
觀眾的多用途主場館，與其他園內按
康文署收費的場館有別，會採用商業
運作模式，當局會密切監察其運作。

劉江華：6000萬補貼落選者合理
對於特區政府首次引入「提案誘
因」機制，補貼投標者，令項目早前
在立法會審批時引起極大爭議，劉江
華表示，政府向3位落選投標者每人
支付6,000萬元或擬備標書實際費用
的50%，是因為考慮到他們設計所耗

用時間長，又要投放大量資源作設
計，因此認為「落選都要畀費用，係
合理」。
就有指不少校舍於星期六日空置，

可開放讓市民作體育用途使用，劉江
華透露正與教育局合作，及提供資源
予學校，現時有約100間學校表示有
興趣參與，希望可作體育培訓場地，
讓在體育方面具潛質的人發揮。
他續說，校舍資源是硬件，當硬件

完備後，就要着手發展軟件，體育人
才的培養就是軟件的發展與完善，希
望體育總會及學校能在民間推動體育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事務近
年成為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為了鼓勵
更多年輕人參政，正計劃公開招募政府的諮詢
委員會委員，讓年輕人報名參與諮詢組織，並
希望在今年內試行。他表示。此舉是為了能夠
吸納更多年輕人的聲音，讓政府用心聆聽，同
時也期望年輕人能在政府各部門發揮所長，推
動及促進政府工作的完善與自我的成長。
劉江華在節目中表示，政府一直重視青年事
務工作，也成立了很多鼓勵創業基金、交流計
劃以及生涯規劃予年輕人，寄望他們能借此擴
闊視野，增長見聞，為今後的職業生涯和個人
成長奠定基礎，但他坦言政府「仍然係做得唔

夠」。
他理解社會對政府這些青年資助計劃的實質

效果的質疑，但政府會採取更積極的政策處理
青年事務，包括公開招募政府的諮詢委員會委
員，讓年輕人公開申請參與諮詢組織，希望在
今年內試行。
劉江華未有透露是什麼性質的委員會，但

強調招募年輕人參與政府諮詢組織，是希望
政府能夠吸納更多年輕人的聲音，以便用心
聆聽，而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也會面對不同
形式的挑戰，希望政府讓年輕人通過不同形
式的參與，也聽到不同的聲音，這樣年輕人
能在政府各部門發揮所長的同時，也能不斷
自我完善。

擬設「青年發展委會」統領政策
他又透露，現時正就青年發展政策作廣泛諮

詢，而在未來日子裡，政務司司長也會帶頭成
立新的「青年發展委員會」，並將青年事務委
員會納入新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統領
各部門研究香港社會未來的青年政策發展方
向，以及政府各部門如何協調、配合青年政策
的制定。
被問到是否會在公務員當中物色人選，劉江

華表示，首先要物色合適的委員會，委員會需
要讓年輕人有所發揮及有不同形式的參與，之

後會研究公開招募的程序及遴選。
至於被問到是否會在反對派中物色人選，他

則指，由於是公開招募，因此很難設計一個
「門檻」，限制某些人參與政府諮詢組織，又
重申期望不同年輕人能在政府發揮所長，表達
聲音。

致力促跨黨合作助地區
談到地區事務時，劉江華指，當局會與區議

會積極合作，更一直致力於跨黨派合作，促成
各政黨以及不同政治立場的地區人士在地區議
題上互相配合，為政府改善地區設施和服務提
出建議及意見。
他續說，政府的角色不僅是不同黨派、不同
利益人士的協調者，也是地區事務的決定者，
政府會從公眾利益出發作最後決定。他相信對
一些有損公眾利益或引起公眾反感的事，例如
在他們居住地附近建垃圾站或焚化爐等，就算
不同政治立場的議員也會有合作空間，因為他
們都是為地區市民解決問題，不會逆民意而
行。
劉江華強調，今屆政府重視落區，會到全港

18區區議會了解地區工作，並向各區區議員就
地區事務展開諮詢，政府也會向區議會解說政
府的政策，確保政府政策能更好地落實到地
區。

6標書競體育園 料明年中動工招青年入諮詢會 劉江華盼年內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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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批「割地」論漠視「一國原則」
重申「一地兩檢」「一國兩制」非對立 促勿上綱上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早前公佈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的「一地兩檢」方案，引發

各界持續熱議，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李慧琼昨日表示，希望部分人

不要將「一地兩檢」與「一國兩

制」對立起來，而所謂落實「一

地兩檢」就要放棄「一國兩制」

的說法根本是無稽之談，請部分

人不要將經濟民生議題上綱上

線、無限延伸為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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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言論及回應
胡志偉言論

「一地兩檢」破壞
「一國兩制」

現 在 有 市 民 擔 心
「一地兩檢」

胡志偉言論

質疑高鐵未來經濟
效益

政府需要就「一地
兩檢」向公眾諮詢

李慧琼回應

勿將「一地兩檢」與
「一國兩制」對立

有市民擔心可以理解，
但有擔心是否表示就不
用實行「一地兩檢」

鍾國斌回應

香港赤鱲角機場當年都
被質疑經濟效益，現已
成地區航運樞紐，經濟
效益可觀

民意調查結果已說明一
切，毋須再公眾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反對
派中的法律界人士，在討論到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安排時，往往從政治角度提出
他們的質疑，以其「頭銜」包裝法律意見。
立法會議員、「法律界關注『一地兩檢』聯
席」成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何君堯，提出
5點理據反駁反對派提出「一地兩檢」猶如
「割地」等言論，強調「一地兩檢」不但有
法律條文保障通行，更有先例可循，合法合
情合理，有利於整體香港，有利於香港經濟
社會發展。
何君堯近日在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專訪時表示，他對「一地兩檢」方案舉手贊
成，並提出5點理據反駁反對派提出「一地
兩檢」猶如「割地」及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
等言論。

土地資源屬國有駁「割地」論
他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一條和第七條，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國家擁有
香港所有的土地資源。反對派用「割地」、
「自我閹割香港主權」等說法去反對「一地

兩檢」是不正確的。
何君堯提出，根據基本法第二條規定，

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但國家的憲法規定香港
的制度由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香港的權力來源自中央。同時，根據基本法
第十二條和十八條，特區是中央人民政府的
直轄市，雖然享有高度自治權，但仍然受中
央指導，特別在國防和外交方面，中央人民
政府保留了其權力。

口岸涉國防外交屬中央權力
他續說，「一地兩檢」的口岸也是涉及

國防和外交的範疇的。香港高鐵西九龍站包
括設立「內地口岸區」，必定會涉及海外領
事出入境等外交安排，同樣，也必定涉及反
恐等國防和國家安全問題，這正正就是第十
八條所觸及之事。
何君堯認為，根據基本法第十九條的規

定，香港法院無權管轄國防及外交事務。倘
若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挑戰「一地兩檢」的合
法性，以阻延口岸建設，只要行政長官根據
法律簽發證明文件，法院便無權管轄，必須

關檔；因此，不需要對基本法第十八條和附
表三作出修改。
他指出，就目前「一地兩檢」方案而

言，只要小心備製好有關法律協議和文件，
不但有既定的法律條文保障通行，更有先例
可循，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何君堯提5理據駁謬論

■何君堯提出5理據駁斥反對派謬論。

李慧琼在電台節目中指出，香港雖然
實行「一國兩制」，但實行「一國

兩制」不等於自我隔絕於國家發展之外。
「一地兩檢」與「一國兩制」之間不存在
對立，只要「一地兩檢」符合香港基本
法，就合乎「一國兩制」。

高鐵鞏固國際經貿中心地位
她理解市民的關注和擔心，但批評反
對派將有關安排說成是「割地兩檢」十分
離譜，因為香港土地本屬國家所有，這說
法是漠視了「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原
則。
針對有人指稱有關安排會「方便」內
地執法人員「越境執法」，李慧琼反
駁：「講到有『一地兩檢』就擔心（內
地）執法人員可以跑出來執法，這肯定
不可能。現在解放軍都在香港，如果真
的要跨境執法，不可能透過『一地兩
檢』。」
她強調，高鐵令香港與國家龐大鐵路
網絡連通，讓香港可以借力國家發展，從
而鞏固國際經貿中心的地位，而「一地兩
檢」能發揮出高鐵應有的經濟與社會效
益，實施是毋庸置疑的。
就有人質疑高鐵將來帶來的經濟效
益，李慧琼表示，國家的高鐵網絡仍在迅
速擴展，香港的高鐵站也在建設中，但對
未來香港高鐵的客流量非常有信心，因為
相信高鐵與國家鐵路網絡接通後，內地各
大城市的旅客都能乘搭高鐵來港旅遊，經

濟效益絕對可觀。

鍾國斌促勿拖發展「後腿」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在同一節目中指

出，香港只需26公里就能連進國家鐵路
網絡，這無疑符合經濟效益，又強調「一
地兩檢」符合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希望部分人不要再拖香港發展的
「後腿」。
他強調，當年香港赤鱲角機場都因地

處偏遠而被質疑其後的經濟效益，但時
至今日，它已經成為地區航運樞紐，為
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無論廣州、
珠海還是澳門的機場皆不能取代它的地
位。
鍾國斌表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和自由黨分別都對「一地兩檢」進行民
意調查，結果分別有超過五成和接近七
成的市民表示支持「一地兩檢」方案，
反映了「一地兩檢」方案的支持度，因
此毋須再進行公眾諮詢，又指凡事必須
要邁出第一步，才能有後續的進步，呼
籲大家不要只着眼於當前，要高瞻遠
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匯賢智庫
和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共同進行大灣
區發展研究，由8月10日起舉行一系列諮詢
座談會，邀請不同界別發表對大灣區發展的
意見。工商業界普遍指出，香港和大灣區其
他城市在多個範疇不免有重疊和競爭，香港
需要找有優勢的發展空間；中小企不易進入
內地市場，希望大灣區在不同範疇向港人提
供國民准入待遇，並增強兩地中小企之間的
交流合作；如何從稅務、入境政策促進香港
與內地及海外人才流動，如延長183天的免
稅規定及增加簽證種類，也是多個界別共同

提出的訴求。有外國商會指出，香港本身也
須處理政府效率和高成本的問題，以保持香
港在大灣區的競爭力。
匯賢智庫共舉行4場座談，分別邀請科技

界、物流運輸航運界、工商界和外國商會代表
參與，共過百名業界代表，學者和相關官員出
席。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毛艷華和
副院長袁旭陽亦帶同其研究團隊參與。
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指出，他們

希望探索的問題包括：如何克服「一國兩
制」下香港特區與大灣區其地城市之間的各
種政策障礙，以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和

資金流的雙向流動？如何促進自貿區的發
展，讓中小企受惠？市場准入方面，如何解
決「大門開，小門不開」的問題？香港和大
灣區其地城市在各行業應如何定位及分工？
如何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和樞紐角色？如
何發揮及增強香港的獨特優勢？

盼港發揮數據樞紐作用
葉劉淑儀和毛艷華一同主持討論，聽取

業界人士意見。科技界座談會上，與會者
指出香港可在大灣區發揮數據樞紐的作

用，希望大灣區在資訊流通方面可取得突
破。物流運輸航運界座談會上，業界人士
提出希望透過簡化兩地貨櫃車考牌程序等
措施，以促進物流。
毛艷華指出：「大灣區的特點在於開放

性、創新性，目的是發揮港澳優勢，在大
灣區建立創新產業中心，並共建優質生活
圈。」他強調，港澳特區的開放程度非內
地其他地區可比。如何利用香港優勢，例
如資訊自由、法治制度、國際認受的專業
服務等，和其他城市分工合作，將會是研
究團隊要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
研究團隊將繼續進行多場討論和訪談，目

標是在今秋就大灣區發展規劃提出發展願景
和政策建議，呈交國務院及香港政府。

匯賢夥中山大學辦「大灣區」座談會

■匯賢智庫與中山大學舉辦「大灣區」諮詢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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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對立。 資料圖片

■■廣深港高鐵工程如火如荼廣深港高鐵工程如火如荼。。圖為西九龍圖為西九龍
總站地盤總站地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