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建強化網絡 聯繫令港成功
林鄭：大橋高鐵口岸相繼落成 加快流通鞏固樞紐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世界經濟引擎重

心近年東移至亞洲，作為國際都會、背靠祖國的

香港，其角色更加重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在一個商貿經濟論壇上致辭時指出，香港回歸祖

國20年來，經濟與內地更為一體化，為香港帶來

了不少機遇，而受惠於「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香港亦成為世上最佳的營商地方之一。她並

說，聯繫是香港成功的秘訣，而基建是強大網絡

的前提。隨着未來18個月，香港三大跨境基建，

包括港珠澳大橋、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

相繼落成，香港與內地及更遠地區的聯繫亦將會

加強，並加快資金、資訊、人才、貨物的流通，

鞏固香港作為區域貿易物流樞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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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致辭時，談到香港的現
況、優勢及未來發展。她指出，香港

作為國際貿易、商業及旅遊中心，強大的網
絡十分重要，而多項跨境基建的落成，除了
會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也會為與香港合作
的企業帶來機遇。
她重點談到3項跨境基建，首先就是港珠
澳大橋。她指出，有關大橋將把香港國際機
場與珠海之間的路程縮短至45分鐘，有助

加速香港與珠三角西部地區的經濟融合，而
珠三角多數主要城市亦可在3小時車程中抵
達。其次，她談到高鐵香港段的落成，指出
它最快可以不停站模式，讓乘客往來香港、
廣州只需48分鐘，並連接全國2.2萬公里的
高速鐵路網。

「帶路」大灣區尤重要
最後，她還提到蓮塘香園圍口岸，指出

這第七個跨境陸路口岸，將會大幅提升香
港與深圳東部的連繫，並擴大至惠州及福
建省。
「增加連繫意味香港將有新的發展機

遇。」林鄭指出，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中，聯繫對香港尤其重要。她
續說，大灣區的發展可結合9個內地城市和
港澳的力量，為香港及香港的貿易夥伴帶來
巨大的前景，而「一帶一路」正如國家主席

習近平所言，更是屬於世界互相促進經貿、
基建、人民交流的機會。
除了加強與國家的聯繫，林鄭月娥又提

到，香港最近與東盟簽署貿易協定，亦可為
香港經濟帶來更多機遇。
至於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林鄭月娥表

示，除了繼續促進自由貿易外，香港亦會進
一步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藉及時
及適當的資源投放，為經濟注入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
下月13日至15日到北京，
向國家領導人作她上任後的
首次述職。林鄭月娥將會向
國家主席習近平匯報香港情
況，據了解亦有機會獲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接見。她抵京
後，會先與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張曉明見面。
另外，多名特區官員近日

均會訪京。除了昨日已啟程
前往北京的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外，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羅智光今日亦會啟程前
往北京，拜訪國務院港澳
辦、國家行政學院、外交學
院、清華大學及北京大學，
就公務員培訓事宜加強合作
和交流，並於後日晚上返
港。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則會於

明日起一連3天訪問北京，
其間將拜訪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
務院港澳辦、國家行政學院以及其他
中央政府機構，並於12月1日晚上返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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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主任鄒平學昨日在北京就「一地兩
檢」方案的主要質疑和爭議作回應，
指有人提出「兩地兩檢」或「多地多
檢」，在實施上存在四大難點；實行
「一地兩檢」則有三個必要性，亦具
備五方面可行性。他強調，「一地兩
檢」不破壞「一國兩制」，不損害香
港高度自治權和法治。
鄒平學昨日在清華大學出席「香港
高鐵西九龍總站『一地兩檢』法律問
題透視」講座。他指出，對特區政府
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的主要質疑
和爭議包括：香港高鐵有無必要實施
「一地兩檢」？實施「兩地兩檢」或
其他方式是否可行？

鄒平學：「兩地兩檢」不可行
對此，這位專家回應，香港高鐵實
行「兩地兩檢」和「多地多檢」皆不
可行，因為其中存在四個主要難點：
開放的網絡化高鐵採取「兩地兩檢」
完全不可行；香港與內地直通車的
「兩地兩檢」模式無法適用於香港高
鐵；為確保高鐵最大上座率，車廂也
不可能進行封閉式隔離管理；香港高
鐵不能淪為往返於香港、深圳的「擺
渡車」，要真正融入國家高鐵網絡之
中。

就實行「一地兩檢」的必要性，鄒
平學指出有三點：首先，可以實現香
港高鐵與內地高鐵網絡的無縫接駁，
將極大改善香港與內地城市的交通便
利性，符合香港最大利益；其次，可
以促進經濟融合，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促進香港與珠三角城市圈、長
三角城市群的經濟合作與經濟融合，
促進香港與內地市場優勢互補；第
三，有利於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和
粵港澳大灣區的樞紐城市，為香港經
濟發展提供新機遇和新的經濟實惠。
具體到「一地兩檢」可行性，鄒平

學從五方面加以分析。第一，「一地
兩檢」不是一個新概念新事物，有成
熟的國際與國內經驗；第二，並沒有
改變原有的出入境制度；第三，沒有
對出入境人員和物品施加新的限制；
第四，沒有不可克服的法律障礙；第
五，香港在規劃西九龍車站的時候，
已經預留了「一地兩檢」的空間，在
此實行「一地兩檢」也具備物質條
件。
這位專家表示，如果「一地兩檢」

有一點改變的話，那就是節省了時
間，更加方便來往民眾。
他亦強調，「一地兩檢」三步走

中，合作安排要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批准，再經由香港立法會本地立法，
自然會具備法律效力。

學者：「一地兩檢」不損「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昨日在京與中國鐵路總公
司副總經理李文新舉行高層會
議，就廣深港高鐵運營細節進
行磋商。他當日下午對傳媒表
示，是次會面確認了高鐵開通
初期每日往來114對的安排，所
經城市、班次、時間表等事宜
仍需專家對接小組再作討論。
陳帆表示，是次高層會議主

要是對廣深港高鐵的日後的營
運、班次、目的地和財務安排
進行詳細的磋商和討論。就財
務安排方面，他說，特區政府
投資800多億元，日後對人流、
班次等財務收入，包括票務收
入和非票務收入都需要進行詳
細評估，目前雙方在財務方面
的商討進展良好。
他還透露，在與鐵總高層會

晤中並未談及「一地兩檢」問
題。具體到車速和時間問題，
陳帆表示，車速會以目前內地
所運營的高鐵車速為依據，時
間方面亦會與當前實際差不
多，比如，香港到北京約需8小
時45分鐘。
陳帆對傳媒表示，目前正在

進行「一地兩檢」第二步，需
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方案作出
審批。他說，至於法理依據，
相信待作出決定後，將適時向
大家作出解釋和匯報。「預先
就高鐵營運、財務安排、香港
人想去的地方，所謂終點站的
前期工作，都要進行準備，不
是一個偷步。」
他說，很多方面工作都需要

作銜接，例如：營運、維護、
財務，甚至保安等方面，都需
要雙方和多方進行探討，所以
有關工作需要爭分奪秒。
有市民透過媒體反映回鄉證

在內地車站購票仍不夠便利，
陳帆表示，已向國家鐵路總局
提出該問題，希望內地有關車
站盡量為香港民眾提供方便，
但內地目前有600個高鐵站，哪
些站「先行先試」安裝相關設
備，需要進一步溝通，並選擇
在港人最可能前往的城市先行
開展。

陳帆：高鐵初期日開114對

鄒平學昨日指出，民間曾提出一些取代「一地兩
檢」的方案，目前看，這些方案都存在這樣或那樣

的問題和缺點，特區政府所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才是不二之
選。
鄒平學認為，「一地兩檢」是兩個司法管轄區、出入境執法機

構，為了兩地旅客通關便利作出的安排，是基於一種平等、互利的
協商作出的安排，不會破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他表示，這
種通關安排本來屬於經濟和交通方面的合作，實際上並不是政治問
題，法律上也沒有障礙。如果硬要說是一個「一國兩制」、自治權
的問題，是把交通問題政治化了。
他強調，「一地兩檢」還有利於形成「一國」的認同，有利於認
同「一國兩制」的說法，有利於加強兩地的互利合作。「高鐵的這
個安排，實際上不只是沒有破壞『一國兩制』，而是發展了『一國
兩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交通問題遭政治化

■鄒平學昨日在清華大學的「香港高鐵西九龍總站『一地兩檢』法
律問題透視」講座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陳帆在北京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林鄭月娥昨於論壇致辭。 ■高鐵令香港與內地加強聯繫。圖為高鐵西九龍總站地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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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管會昨日決定，向因瀆誓案喪失議員資格
的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和姚松炎4人，追討270萬
至310萬元不等的薪津。法庭已裁決此4人由宣誓當日
起即喪失議員資格，意味着4人無當過1天議員，立法
會向他們追回白白領取的議員薪津是執行法庭裁決，
依法辦事，保障公帑免被濫用，合法合情合理。此4
人失去議員資格、須繳還薪津完全咎由自取，卻反咬
一口，聲稱遭「政治迫害」，更暴露他們漠視法治和
民意，顛倒是非。

高等法院今年7月裁定，4人宣誓無效，喪失議員資
格，由去年10月12日即宣誓當日起生效。而根據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104條的釋法規定，宣誓是公職
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進行合法有效宣
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得行使相應
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因此，4人從來就不是合乎法律
規定的立法會議員，4人在宣誓當日至被裁定喪失議員
資格期間所領取的議員薪津，均屬非法所得，立法會
行管會向4人追討全數薪津，按照法庭裁決行事，並
徵詢過法律意見，有充足的法律依據；相反，如果立
法會行管會對4人網開一面，對領取的薪津不予追
繳，才是有法不依，破壞法治，違反香港的核心價
值。

4人狡辯，他們曾經盡心盡力為巿民服務，期間付出
勞力，獲得薪津不應被追回。這完全是偷換概念，誤
導市民。議員薪津由公帑支付，4人從來無當過一天合
法的議員，根本無資格領取議員薪津，已經領取的薪
津於法不合，立法會行管會向4人追討薪津，是對納

稅人負責，保護納稅人的血汗錢。
香港是法治社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違法者無

論是什麼人，無論有什麼主觀意圖，都必須承擔一切
法律後果。這是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基本原則，不容
任何人挑戰。瀆誓4人不依法宣誓，把莊嚴的立法會
議員宣誓儀式當作表演政治騷的舞台，最終被法庭裁
決失去議員資格，繼而被追討數以百萬計的薪津，落
得如此下場，套用一句俗語形容：「自己攞嚟衰」。

但此4人不思己過，反指行管會追討薪酬是「政治
迫害」，顯示他們又使出反對派慣用伎倆，凡事只會
用泛政治化的手段來偷換概念，企圖蒙蔽誤導公眾。
在他們眼中，用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沒有任何
問題，白領議員薪津也有大條道理，什麼法庭裁決、
民意所向、公眾利益，如果與他們的一己之私有利益
衝突，通通都可拋諸腦後，通通都是「政治迫害」、
「政治打壓」。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香港還有沒有
法治、公義可言？

議員的責任，是在議會審理政府議案，監督政府施
政，運用他們的投票權、乃至在體制內的影響力為市
民大眾爭取利益，而不是做政治騷，甚或作一些表態
式街頭抗爭。瀆誓4人不尊重法庭裁決、不尊重民
意，參選立法會只為撈取政治資本和豐厚議員薪津，
只會製造沒完沒了的政爭，撕裂社會，激化矛盾。他
們無資格做立法會議員，更不應享受議員的福利，立
法會行管會必須追究到底，討回所有被4人侵佔的薪
津，維護議會正常秩序，亦以此提醒所有議員以後要
依法行事，為民做實事。

行管會追討薪津合法合情合理
本港股市過去2個交易日有3間公司遭停

牌，繼上周五港交所應證監會指令將第一信
用（8215）停牌後，昨日上午開市前又將康
健 國 際 醫 療 （3886） 和 中 國 華 仁 醫 療
（2906）停牌。港股近年充斥不少「殼股」
和「老千股」，導致散戶血本無歸，對本港
證券市場和國際金融中心形象帶來負面影
響。證監在相關股份被狙擊和爆出問題前，
主動勒令停牌，發出強化監管的積極信號。
證監會和港交所應持續加強企業上市前把
關、上市後監管的工作，從嚴執行停牌、退
市機制，確保上市公司品質，擦亮本港金融
中心的金字招牌。

今年6月27日，港股曾有24隻股票閃崩
超過20%，其中13隻跌幅超過50%，上述
股份的總市值從608億元跌至123億元。當
時有媒體分析，事件背後隱匿着複雜的「殼
股」莊家炒作，導致市場出現不尋常的震
盪。證監會此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8
（1）條勒令個別股份停牌，顯示發現有關
公司存在虛假、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市場行
為。

近年本港股市存在不少「啤殼」和「老千
股」，一些莊家旗下的「殼股」互相持股不
超過5%，「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用
監管的漏洞，無需披露便可進行股票質押套
現操作，然後在股東和董事之間互相通過併

購、供股、拆股等方式，將股價舞高弄低，
損害散戶利益牟取暴利。這些莊家亦會聯合
一些「財演」，散播一些即將「賣殼」給有
實力企業的傳言，吸引散戶跟風入市，不少
散戶因此而蒙受重大損失。

隨着A股將於明年獲正式納入MSCI新興
市場指數，內地與本港股市互聯互通進一步
擴容和深化，加上本港積極研究接納「同股
不同權」的企業上市，本港證券市場正面臨
新發展、新機遇。但與此同時，監管機構亦
面對日益複雜的挑戰，加強監管、提升上市
公司質素，對增加投資者信心顯得更加重
要。

相信證監會將繼續整頓市場亂象不手軟，
不排除有更多公司會被勒令停牌，甚至除
牌。強化監管，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
是加強對申請IPO企業的把關，杜絕以虛假
資料上市「圈錢」；其次是主動出擊，直接
勒令已上市的問題企業停牌，保障投資者利
益；第三是檢討現行除牌機制，明確訂出除
牌準則並嚴格執行。事實上，香港股市年退
市率不足1%，遠低於成熟市場10%的比
率，比新興市場的2%還要低。因此，一直
有強烈聲音要求本港應該檢討股市監管機
制，加速清理害群之馬，實現優勝劣汰，提
升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增加對海外投
資者的吸引力。

整治亂象強監管 促股市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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