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楊義瑞昨日與特區政
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會談，就共同關心的議
題進行探討交流。駐港公署相關部門負責人，特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律政司、保安局、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政務司長辦公室等部門相關人員參加了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楊 義 瑞 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連續第五年舉辦年度漢字評選活動，讓市民以

投票方式，選出一個中文字表達對2017年的回顧。「貴」字高票當選，成為香港市民

2017年的年度漢字。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認為，結果反映市民對物價飆

升的切膚之痛，期望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善用盈餘，透過減稅等措施回應民意。

民建聯昨日舉行記者會公佈年度漢字評選結果，
今年的候選漢字為「新」、「樓」、「貴」、

「風」、「民」、「回」、「創」、「公」、
「智」、「判」」。當中「貴」字得票最高，4,246
票成為年度漢字。其次為「樓」字，獲 2,563 票，
第三為「民」字，獲2,553票。

張國鈞：衣食住行樣樣「貴」
張國鈞表示，香港衣食住行各方面離不開「貴」

字，可以理解為何市民選「貴」字，「現時吃一個
普通的午餐，動輒就是五六十元，一碗牛雜米粉就
三四十元，菠蘿包也賣七八元了。交通費的升幅同
樣驚人，要到市區工作的新界居民，每日的交通費
起碼四五十元。
他續指，眼見社會百物騰貴，日前民建聯亦就明
年初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降低

薪俸稅、寬免差餉、首次置業印花稅減半等，希望
政府能善用盈餘，讓廣大市民分享經濟成果。
他表示，是次活動的宗旨為弘揚中華文化。張國

鈞也在會上特別解「貴」字的演變，甲骨文的
「貴」字由一雙手抓住泥土而構成，因為古人敬拜
孕育萬物的泥土，至金文時，將最下面的「土」寫
成「貝」，強調土地的價值，最後逐漸演變成今天
的「貴」字。

高志森：暗批反對派拉布
評審委員會成員高志森認為，「貴」不單只是形

容物價，「議會的時間都好『貴』」，暗指反對派
拉布令不少工程項目加價。他坦言，希望新一年社
會氣氛能逐步改善，香港未來的路可以更順暢。
另一評審委員會成員黃毅力則期望，特區政府來

年為市民創造更多商機，為民生做更多實事。

民建聯宣傳及公關委員會主席譚榮勳指，年度漢
字評選活動的參與人數按年上升，今年的投票情況
亦較往年熱烈，共收到逾1.7萬份投票表格，較去年
多逾4,000人，期望下一屆可吸引更多市民參加。
內地及台灣等地區亦有舉辦同類漢字評選活動。

因共享經濟普及化，「享」字成為內地今年的年度
漢字。台灣則是「茫」字，意指台灣未來的發展
「茫然」，看不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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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批准「一地兩檢」 法理依據更加堅實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了《關於批
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
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
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並確認
《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這意味着，廣深港高鐵「一
地兩檢」「三步走」中的第二步已經完
成。
在隨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表達了四方面意見：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實施香港基本
法、處理重大法律問題所作出的決定具
有憲制性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批准「一地兩
檢」的決定，確認兩地共同簽署的關於
在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
的合作安排，是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的；三，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
明確國務院可以依據憲法規定的權力，
批准在西九龍站設立口岸，派駐出入境
監管機構，依法履行職責。同時，要求
香港特區依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的決定，在本地制定相關法例
來保障合作安排得以落實；四，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依照基本法有效
地維護了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一地兩檢」安排獲人大批准，意味

着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
「合作安排」獲得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授
權，香港落實 「一地兩檢」有了更堅
實的法理依據。香港各界應該從李飛副

秘書長上述四點意見來認識「一地兩
檢」安排獲批的重要意義。

人大決定必須無條件遵從
李飛副秘書長在談到第一點意見時，

有兩句關鍵表述：「憲制性地位」 、
「最高法律效力」。這清楚地表達了此
決定的權威性、不可挑戰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

關，也是最高立法機關。憲法規定，全
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具有最
高法律效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範
圍內，全國人大做出的決定，各地都必
須無條件遵從。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內
地，也適用於香港。儘管香港與內地分
屬「兩制」，但同為「一國」，一個國
家只能實行一部憲法，在這個問題上，
只有「一國」之道，決無「兩制」之
分。
以往，本港一些人對國家治理體系不

大熟悉，對全國人大決定的法律效力認
識不清，對全國人大的憲制地位不夠尊
重，以「兩制」為由，抵制、否認、漠
視全國人大的決定，各種出格行為層出
不窮。如果說，在回歸初期出現這種情
況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今天對於已
經「行成人禮」的香港來說，還是一味
「任性」、甚至蠻不講理、那就是刻意
要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這是在任
何一個主權國家都不允許的！那也是刻
意要破壞香港的法治環境，與香港視法

治為核心價值的傳統是相背離的。

「一地兩檢」符合憲法基本法
反對派抹黑「一地兩檢」，拋出了

「割地論」和「越境執法論」，毫無法
理依據。全國人大關於「一地兩檢」的
決定完全符合憲法和基本法。
首先，憲法和基本法闡明，香港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
港與國家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香港的土
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中央授權香港管
理。而此次批准的「一地兩檢」安排，
不是把香港的土地劃撥給深圳，而採用
租用方式。「割地論」根本無法成立。
其次，「一地兩檢」並不影響香港現

行的社會制度、法律制度。整個車站都
處於地下，不會影響地面上的公共秩
序；車站的入境層、離境層的部分區
域、月台和營運中的高鐵車廂都被視為
「內地口岸區」，由內地的執法人員執
行內地法律，所有內地執法人員都在工
作時間到高鐵站進行執法，下班後需返
回內地，不在香港逗留，假如他們離開
了「內地口岸區」，也便失去了執法
權。「越境執法論」同樣無法成立。
可以看出，「一地兩檢」安排完全符

合基本法所規定的「一國兩制」原則。
另外，「一地兩檢」在國外也有不少先
例。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美國在加拿大
機場設立「境外入境檢查」安排；英
國、法國、比利時之間也有便捷的「一

地兩檢」。國與國之間尚且能夠「一地
兩檢」，「一國」之下實行「一地兩
檢」反而遭到質疑，簡直是咄咄怪事！

國務院有權安排「一地兩檢」事宜
李飛副秘書長在闡述第三點意見時，

用了這樣措詞：「國務院可以依據憲法
規定的權力，批准……要求香港…….
落實。」這也就清楚地表明，國務院有
批准之權，香港有落實之責。
國務院的權力並非始於今日，而是基

本法早就賦予的。基本法第七條規定
「香港境內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
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
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
團體使用或開發」。既然屬於國家所
有，那麼，香港境內土地範圍如何劃定
呢？國務院1997年7月1日頒佈的《國
務院令第221號》（香港法例A207）早
已明確，由國務院行使國家這項權力。
也就是說，國務院有權設定、劃分行政
區域，也就意味着有權更改行政區域的
界線。國務院曾經把落馬洲河套地區原
屬於深圳的土地劃歸香港管理，與此同
理，也有權把香港的土地劃歸深圳管
理。
儘管基本法賦予了國務院此項權力，

但從「一地兩檢」的安排來看，國務院
並沒有打算把權力用完用盡，沒有考慮
「劃撥」，而是考慮「租用」，僅僅是
依法批准在西九龍站設立口岸，派駐出
入境監管機構，而且得到了全國人大的
授權，法理依據充足。沒有任何質疑的
理由。

人大決定維護特區高度自治

解決「一地兩檢」
問題，可以有多種方
案，為什麼全國人大
沒有授權國務院採取
直接劃撥土地的方
式，而是認同這個方
案呢？因為，這個方
案既解決了通關難題，又最大限度地維
護了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其一，如果「一地兩檢」以國務院令

解決，意味着特區政府將永久失去內地
口岸區的土地管理權，除非將來國務院
再發新令，重新把那塊地劃撥給特區。
採取「租借」方式，租借合同訂有歸還
日期，如有需要可另行續約，對香港有
利。
其二，內地口岸區既然是租給深圳政

府的，那麼，深圳需向香港支付租金。
據悉，口岸區佔地約2萬平方米，若按
本港市值租金計算，每年租值達1.3億
元，也可每5年調整一次地租；若以國
務院令解決，由於土地已不屬特區，就
收不到地租了。其三，租借方案保留了
六項民事事項的例外，可依據香港民事
法律管轄。若以國務院令解決，由於土
地已不屬特區，當然就做不到保留六項
民事事項的例外。
由此可以看出，人大批准的「一地兩

檢」安排，既達到了提高高鐵運行效率
的目的，又最大限度地照顧了港人利
益，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維護了特區
高度自治權，是一個「挺港」、「惠
港」的「最佳安排」。人大決定已一錘
定音，本港市民應該從心底認同、支持
和推動。

「一地兩檢」安排經人大批准，意味着香港落實 「一地兩檢」有了更堅實的法理依據。香港社會

各界應該從全國人大決定的最高法律效力、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國務院的行政權力、維護特區高

度自治權四個角度，充分認識「一地兩檢」安排獲批的重要意義。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難頂物價飆升
「貴」膺年度漢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作為政府官員中
的「長老級」人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熱愛工作
可謂街知巷聞。近日，他接受《公務員通訊》訪
問時，就透露當自己完成這個任期，就會服務了
香港市民半世紀。不過，長期的工作並無沖淡他
的熱情，未來他仍期望可貫徹今屆政府的新施政
理念，包括增加與市民的互動溝通，及為香港投
資未來更好地為年輕一代在「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中尋找機遇等，「今天的香港令人振
奮，明天的香港可期更加美好。」

接受《公務員通訊》訪問
第一百期的《公務員通訊》昨日刊出張建宗的
訪問，他表示，自己在政府工作45年，一直全心
全意朝着推動香港向前邁進、建立關懷共融社會
的目標努力，從未有過沉悶的時刻，「即使時光
倒流，我還是會選擇同樣的事業路途。」
對於今屆任期，張建宗明顯也有很大期望，希

望管治團隊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新的施政理念
下，加強公眾參與，共同建構更和諧的社會，有
信心可為香港「帶來一番新氣象」。
在了解民情民意方面，張建宗指，所有政治委

任官員亦會走訪全港18區，定期與區議員會面，
確保能深入了解廣大市民的需要和訴求。在投資
未來方面，張建宗則說︰「今年的施政報告共提
出251項政策措施，創過去5年新高。這些實質
措施旨在促進經濟發展、開拓新產業、推廣創新
科技、抓緊『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鼓勵人
才『走出去』，及輸出更多專業服務。」
在政府內部，公務員編制在下一個財政年度亦

會增長逾3%，以確保有充足的人力應付未來的
挑戰，「只要資源運用得宜，再加上香港的策略
地位和實力，以及我們在『一國兩制』方針、大
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下享有的獨特優
勢，香港的前景一片光明。今天的香港令人振
奮，明天的香港可期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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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總東翼前地重開顯包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昨
日首天重開，特首林鄭月娥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
早上分別到場視察。林鄭月娥表示，重新開放東翼前
地兌現了她首份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承諾，目的是要
恢復其作車輛通道功能，也讓政府同事、立法會職員
直接走入立法會。張建宗也指，這顯示本屆政府包容、
開放，具透明度，並認為該處每日有大量政府人員、
訪客和車輛出入，難以所有時間均容許遊行集會，遊
行或集會只限於假日，旨在維持秩序，顧及安全和管
理需要。
林鄭月娥昨日在fb上載片段，播出她早前跟當年
政總及立法會大樓設計師嚴迅奇在政總內外交流的
片段。林鄭月娥憶述指，當年在將近完工時進來政
總大樓視察，非常感受「門常開」的宏偉，但後來
感到大樓使用上好像未能發揮當初設計的概念，
「所以我現在既然當上了行政長官，是可以有這個
能力令建築物發揮得更加好。」

兌現施政報告承諾
影片又播出林鄭月娥昨日到東翼前地視察的情況，
她指昨日是添馬政府總部關閉了3年多以後重新開放
的日子，亦是她今年10月公佈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承

諾。她表示，重新開放東翼前地是要恢復其功能，可
作車輛通道，也讓政府同事、立法會職員直接走入立
法會，「以後官員去入立法會不需作走後門，可以堂
堂正正經過東翼前門去到立法會。」

林鄭張建宗到場視察
林鄭月娥在片段後段站在東翼前地大門鐵閘對

開，指特區政府就「門常開」、「民永繫」等政總
設計所象徵的施政概念上仍須努力。她又指，經與
嚴迅奇商討後，認為可在政總增闢地方、做好綠化
工作、擺放更多公共藝術品，讓3,000多名在這裡工
作的公務員同事可愉快上班，及其他來開會或探訪
的朋友也可感到此建築物非常可親。
張建宗昨日早上也到場視察。他指出，東翼前地

回復至2014年未關閉前的狀況，顯示本屆政府包
容、開放，具透明度，市民如有意見，政府會作出
檢討。張建宗又表示，該處每日有大量政府人員、
訪客和車輛出入，難以所有時間均容許遊行集會，
遊行或集會只限於假日，旨在維持秩序，顧及安全
和管理需要。

工黨無申請示威 被批「博出位」

不過，工黨一行約10人
昨日不理規定竟衝入去示
威，高喊「我有權示威，
毋須預先申請」、「扮開
放，真封閉」等口號，聲
言要求全面開放政府總部
東翼前地。現場保安攔阻
未果。
有「心水清」的網民批

評，工黨只是在「扮勇
武」為補選「博出位」。
「Anson Lee」稱：「 工
黨上次立法會選舉輸咁多票，而（）家做埋呢啲
嘢擺明想補選前博出位。」「駱長纓」也稱：「吾
（唔）係為了補選，工黨怎會如此積極及『勇
武』，起碼以前未見過，除非我記錯！」
激進派網民「史健仁」則批評，工黨只是借題發

揮、雙重標準，「重開後嘅『公民廣場』，使用時
間只限周日及公眾假期早上10時至傍晚6時半，per-
fect timing啦！『泛民』有邊次示威唔係假日活動？
就算開放24小時，咪又係夠鐘就完場返屋企，乜唔
係一直以來都係咁架（㗎）咩？」
他續稱，「有圍欄有人駐守，你話假開放要反
對，好啦，咁任得你哋用囉，但一出事就批評政府
點解冇人駐守維持秩序，大佬你唔申請我點調動到
人手？神又係你鬼又係你，想點姐（啫）？」

■「貴」字當選為2017「香港年度漢字」。

■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昨
日重開。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