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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一地兩檢」是最佳安排
建制派認同張曉明講話 冀方案速入本地立法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人大常委會上周五舉行會議，審議

香港與內地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

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料於本周三

（27日）表決通過。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張曉明在會上指出，有關安排不減

損香港特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

由，符合憲法及香港基本法規定。各

黨派立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認同，認為「一地兩檢」是最

佳安排，並期望方案盡快獲人大通

過，進入本地立法的階段。

張曉明日前指出，「一地兩檢」方案有
利於實現香港特區與全國高鐵網絡的

互聯互通，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輸、
經濟和社會效益最大化，讓香港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他又指，內地有關部
門、地方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反覆研究，
一致認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是
最佳方案。對此，議員們均表認同。

陳恒鑌：絕對是方便市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一地

兩檢」省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有助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的效益最大化，「不用上
車、落車過關，絕對是方便市民。」他直
言，「一地兩檢」安排令香港市民可以感
受高鐵的便利，眾多的民調結果亦顯示，
市民對安排表示歡迎。

柯創盛：冀盡快通過安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內地高

鐵網路日益完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為
香港帶來新機遇，而「一地兩檢」安排將
令兩地的聯繫更緊密。作為港人，大家均
應該清楚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完全看
不到（「一地兩檢」）有什麼不符合憲法
及基本法的地方。」他期望人大常委會盡
快通過安排，令高鐵香港段在明年可順利
通車，並批評某些政客妖魔化「一地兩
檢」安排只會對港帶來負面影響。

麥美娟：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不少內

地城市透過高鐵網絡急速發展，她剛從順
德回港，得知當地正興建鐵路到廣州，繼

而接駁高鐵，「內地不少城市都急起直
追，香港無理由故步自封。」她表示，高
鐵香港段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認同「一地
兩檢」安排將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她並批評，反對派「割地」、「削權」之
說是恐嚇，反問：「中央政府有咩需要咁
做？」

何啟明：利民旅遊工作出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認同

「一地兩檢」通關安排是最佳方案，對
於香港市民旅遊或工作出行均較為便
利。他又批評反對派的謬論，例如反對
派聲言「一地兩檢」是「割地」，其實
只是租借西九龍站部分區域，設立「內
地口岸區」，並不改變香港特區行政區
劃。

邵家輝：零售餐飲酒店等有裨益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高鐵實施

「一地兩檢」對香港發展十分重要，不單便
利港人往返內地，粵港「一小時生活圈」亦
可以落實，讓經濟體擴展至珠三角地區，為
本港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均帶來很多裨
益。他亦認同「一地兩檢」是最佳方案，倘
若「兩地兩檢」則令高鐵失去效用。

容海恩：無損港人利益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正如張

曉明主任所說，「一地兩檢」方案不會損
害港人利益。由於香港基本法早已制訂，
她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法律基礎後，
可明確「一地兩檢」方案符合憲法及基本
法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
料將於本周三表決
通過高鐵西九站
「一地兩檢」的安
排。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民建聯副主
席陳勇昨日表示，
相信人大常委會的
專家研究時已考慮
各方面的法律問
題，認為程序合

法、合情、合理。
陳勇昨日出席《城市論壇》後表示，現時主流民意是

支持「一地兩檢」方案，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次是審議
並通過「一地兩檢」安排的草案，並不是「釋法」，程
序合法、合情、合理。他認為，若有人認為「一地兩
檢」方案在香港面對大爭議，可以透過法庭解決，並相
信若最終形成案例，將可釋除公眾疑慮。

深圳灣口岸通關好是明證
被問及應引用哪條香港基本法條文，陳勇指，人大常委
會有各方面的專家研究和制定相關政策，相信他們已考慮
各方面法律問題。他並引用深圳灣口岸的例子，「一地兩
檢」通關亦做得很好，沒有發生憲制危機或法律問題。
他並說，在香港落實「一地兩檢」安排乃新生事物，回
歸前沒有想過，因此牽涉的法律條文較廣，若只提及香港
基本法內一兩條條文或引起更多爭拗。他直言自己不是憲
法專家，而辯論哪一條條文最確切和最值得引用亦非最現
實的做法。
日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陳勇成功連任。他昨日

在論壇中向大家講解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角色，指不少代
表均會幫助港人處理內地的土地、法律工作，亦會向中央
反映港人的意見，例如曾就港人子女在深圳受教育的待
遇、自由行過多等議題。

陳勇：程序合法合情合理

■陳勇 資料圖片

■邵小姐：我從廣州來
香港旅遊，現時在深圳轉
車，要個多兩小時才來到市
區。將來高鐵實施「一地兩
檢」後，來香港便可節省不
少時間，當然會乘搭，票價
貴一點點也沒有問題。高鐵
通車後亦有利兩地日後的發
展。
■藍女士：香港根本是
中國的一部分，「一地兩
檢」令日後往返兩地將更方
便，我完全看不到有什麼理
由反對。那些反對派根本是
為反而反，大家應多到內地
走走，因為眼見才是真實，
不應該「係又鬧，唔係又
鬧」！
■黃先生：高鐵「一地
兩檢」實施後，可以為市民
和旅客帶來很大的便利，日
後到內地都會考慮乘搭高
鐵。我也不擔心會出現反對
派所謂跨境執法問題，因為
在何地犯事，都會被執法人
員拘捕。
■馮先生：我因為會不
時到廣州探親，將來高鐵實
施「一地兩檢」後必定會乘
搭，因時間快了很多，親友
日後來香港也會很方便，大
家可以多些見面相聚。
■黃女士：如果市民可
以有更快的途徑來往兩地，
也是一件好事。其實香港有
很多方面都需要依賴內地，
因此大家不應有太多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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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成員早前參觀高鐵西九站。 資料圖片

■較早前建制派「我要坐高鐵」造勢啟動禮在美孚舉行。 資料圖片

昨晚平安夜，來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在
港與市民共慶佳節，令香港這個中西文
化薈萃之城更顯繁華熱鬧。今年以來，
香港已經扭轉去年旅遊業下滑劣勢，頭
11個月，訪港旅客總數增加3%，其中
內地和海外的旅客都有增長，這充分說
明本港依然充滿了吸引力，而中西合璧
的文化特色無疑是最大的優勢。因此，
未來本港旅遊業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
繼續立於不敗之地，就需要充分利用國
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等機遇，
全面發揮東西文化薈萃的特色，通過特
區政府和旅遊業界的不懈努力，將香港
打造成為「世界級首選旅遊地」。

旅遊業是香港傳統支柱行業之一，但
近年由於受到少數極端分子策動「驅
蝗」及去年初的「旺暴」等因素影響，
加之一些國際環境的作用下，導致旅遊
業的發展出現倒退，去年訪港旅客和整

體消費市道都錄得負增長。面對這些問
題，特區政府和業界一起共同努力，克
服困難，抓住香港中西文化交匯的特
色，大力推動節日旅遊和消費，適逢聖
誕節也是旅遊和消費的旺季，平安夜本
港處處燈火輝煌，各大旅遊景點熱鬧非
凡，大街小巷和各大商場都人流如潮，
呈現出一片祥和歡樂的氣氛，顯示出香
港的旅遊和零售行業正重入佳境，發展
前景令人鼓舞。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上就指，初
步統計顯示，今年頭11個月整體訪港旅
客人次達5,288萬，同比上升約3%，
當中內地及國際旅客人次均錄得增長。
訪港旅客增加，無論對香港的整體經
濟，以至酒店業及零售業都有連帶正面
增長。數據顯示，今年頭10個月過夜
旅客人次同比增近5%，帶動同期酒店
平均入住率由去年同期的 86%升至

89%；而零售業亦回復溫和增長，同期
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數字較去年同期
上升1.2%，近月的增長更有所加快。
他還表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配合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的建成，香港可
充分利用在海陸空和鐵路方面的跨境樞
紐優勢，成為「一程多站」的中心點，
從而帶動更多旅客到訪，同時令整個
區域受惠並借助國家戰略規劃的良
機，發揮東西文化薈萃的特色，打造
「世界級首選旅遊地」。

的確，本港最獨特和豐富的旅遊資源，
首推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遊客到一個地
方旅遊，本身就是一種對生活的體驗，一
個地方的人文氣息、風土人情是旅遊的重
要組成元素。香港華洋雜處，中西文化薈
萃，本身就是中國與世界融合的橋樑。如
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大坑舞火龍、舊

城中環等，將傳統文化與旅遊有機地結合
在一起，是向國際旅客展示中華傳統文化
的最佳窗口；同樣，香港也有許多西方的
節日，如聖誕節來臨之時，香港的主要環
境與裝飾，特別是蘭桂坊等矚目景點，與
歐美相差無幾，不少中外旅客在此徹夜狂
歡，體驗西方的節日文化。這些可作為旅
遊推廣的重要項目，不斷豐富香港旅遊的
文化內涵，打造具獨特性的旅遊亮點，增
強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

展望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配
合陸續落成的港珠澳大橋、高鐵及蓮塘
香園圍口岸，對於吸引內地和國際旅客
同樣有極大的作用。良好的跨境基建可
以令旅客更便利往來本港和內地，本港
除了作為旅遊目的地，還可以成為旅客
的中轉站，吸引更多國際旅客通過香港
進入大灣區的廣闊腹地，同時，本港發
達的航空樞紐亦是內地旅客走向海外最

便利的渠道。正如張建宗指出，香港在
大灣區發展規劃中可擔任「一程多站示
範核心區」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
角色，與鄰近區域合作，推廣「一程多
站」行程，透過結合香港和各地獨特、
豐富的旅遊資源，達至互補優勢。

當然，旅遊業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
同時面對激烈競爭，要維持香港在旅遊
業界的領先地位，並非易事，所以香港
要把握機遇，為旅遊業及相關行業拓展
新領域。為此，特區政府已擬定四大
發展策略，包括開拓多元化客源市
場、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國際特色的
旅遊產品及項目、推動智慧旅遊、以及
提升本港旅遊業的服務質素。期待政府
有關方面以更大的決心，投入更多的資
源，與旅遊業界一起，鞏固優勢，推陳
出新，創造出香港旅遊業更美好的發展
前景。

揚中西文化薈萃優勢 將港打造成世界級旅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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