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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鐵開通對香港意義重大
港段將於 9 月 23
日開通。這段高
鐵只有 26 公里，
在全國 25,000 公
里高鐵網中只佔
一小段，但是對
香港而言卻極重
要。因為香港可
併入中國內地高
鐵客運網，共同
分享整個現代交
通系統的效益，
產生的經濟及社
會的協同效應是
無限的。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廣深港高鐵香

中國交通運輸體系的發展
中國發展高鐵源於「十五」交通運輸
規劃。記得在 2009 年我為香港政府運輸
署講課，主題是「《珠三角發展規劃綱
要》與粵港合作對策」，我仍保存當時
的資料及ppt文檔。因應部門的性質，我
以《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2008)》為基礎，展望中國到
2020 年國家的交通運輸前景，當時提出的目標是發展現
代綜合運輸體系，特別是客運專線及城際軌道交通。為滿
足快速增長的旅客運輸需求，建立省會城市及大中城市間
的快速客運通道，規劃「四縱四橫」等客運專線，以及經
濟發達和人口稠密地區的城際客運系統，建設客運專線
1.6 萬公里以上。
一、「四縱」客運專線：
包括１、北京～上海客運專線；２、北京～武漢～廣
州～深圳客運專線；３、北京～瀋陽～哈爾濱(大連)客運
專線；４、上海～杭州～寧波～福州～深圳客運專線。
二、「四橫」客運專線：
包括１、徐州～鄭州～蘭州客運專線；２、杭州～南昌
～長沙～貴陽～昆明客運專線；３、青島～石家莊～太原
客運專線；４、南京～武漢～重慶～成都客運專線。

同時，建設南昌～九江、柳州～南寧、綿陽～成都～
樂山、哈爾濱～齊齊哈爾、哈爾濱～牡丹江、長春～吉
林、瀋陽～丹東等客運專線，擴大客運專線的覆蓋面。
當年的目標是在 2020 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 10 萬
公里客運專線，建設客運專線 1.2 萬公里以上，客車速度
目標達到每小時200公里及以上。
2017 年，高鐵的里程已達 2.5 萬公里，時速超過 300 公
里。高鐵已經發展為「八縱八橫」網絡，形成由北京到全
國輻射的「8 小時交通網」，提前超額完成原來的發展指
標。
香港於 2011 年在各種干擾阻撓中開展建設高鐵，我也
參與其中的相關聆聽會，有機會在電視、電台為市民解釋
香港建設高鐵的重要性。

中國交通運輸體系的作用及影響
中國國土遼闊，地形由西向東傾斜，山地佔70%。過去
兩千年歷史受制於自然環境的阻隔，交通不便，造成地方
溝通困難，因而有不同的民俗民風及方言；經濟上也缺乏
交易、難以形成市場經濟，造成東西地區、城鄉的經濟差
異，近40年的改革開放也沒有改變發展不均衡的格局。
由於交通系統的擴展，這個格局已經產生極大變化。
《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十三五」規劃》提

反對派貶損文匯報與主流民意為政
柳頤衡
9 月 9 日香港文匯報創刊 70 周年暨「文匯
之友」成立慶典酒會，各界嘉賓道賀，大家
都難掩喜悅心情，高度評價文匯報，寄語文
匯報與時俱進，堅持正確的新聞輿論導向，
為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及國家富強作出新
的貢獻。但是，繼投靠黎智英的李怡在蘋果
日報惡意貶損文匯報之後，昨天蘋果日報又
拋出一篇曾志豪貶損文匯報的文章。文匯報
堅持講好中國故事，實事求是反映香港市民
心聲，香港各界對文匯報讚譽有加，是對文
匯報堅守原則、愛國愛港的肯定，蘋果日報
違背良知的貶損，根本與事實不符，更違背
香港的主流民意。
本港各界人士齊賀文匯報慶，無論是政府
官員、演藝明星、各界知名人士和熱心讀
者，都紛紛送上祝福，期盼文匯報越辦越
好。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就與大家分享，
他於 1977 年從英國完成學業返回香港，開始
關心內地的發展，於是成為香港文匯報的讀
者，41 年來的讀者身份從未間斷。特首林鄭
月娥指出，在過去 70 年，文匯報見證新中國
成立，目睹國家改革開放，高速發展，並記
載香港回歸祖國，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導演高志森說「文匯報是一份接地氣的報

紙」；曾志偉說：「兩報的歷史，讀者可從
此得知時代改變。」港姐冠軍陳曉華表示：
「文匯報同大公報兩份都是歷史悠久的傳統
紙媒，多年來給讀者帶來最新的資訊亦豐富
大眾的生活知識。」藝人湯怡表示：「我由
讀書識字時就已經識得文匯、大公兩份係好
有歷史文化背景的報紙。」
工商界人士的期望跳動着經濟脈搏。香港
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說，平時都會看香港文
匯報，會留意財經版關於大灣區、「一帶一
路」的新聞。太子珠寶鐘錶集團主席及行政
總裁鄧鉅明表示，文匯報一直是香港人心目
中愛國愛港的報紙，報道中肯，不偏不倚，
身為中國人都要多看文匯報來了解國家的方
向發展，特別是「一帶一路」，更加要了解
多一點。
香港政治形勢複雜，愛國愛港陣營經常受
到不好懷意的攻擊。但即便環境再惡劣，文
匯報數十年如一日，無懼抹黑，敢於為國
家、為建設香港發聲，铁肩担道义，辣手著
文章，贏得了內地和本港市民、讀者的讚賞
和好評。

反對派無法掩蓋粗鄙本色
但反對派及其喉舌傳媒」，諸如蘋果日報

之流，挖空心思找幾個「槍手」，借文匯報
報慶之機，拋出幾篇貶損文匯報的文章，企
圖詆譭文匯報，可惜這些「槍手」品格和文
格，都極其惡俗低劣，難登大雅之堂，只能
自暴其醜。
昨天蘋果日報又拋出「三流評論員」曾志
豪的文章，他居然說各界人士點讚文匯報，
有無看過文匯報都成問題云云，這種對各界
人士的誣衊令人憤慨。曾志豪於港台頭條新
聞中飾演奴才「小豪子」一角，與吳志森飾
演的「太后」蛇鼠一窩，極盡惡俗低劣之趣
味。
曾志豪曾在直播節目《瘋Show快活人》中
爆粗，令觀眾嘩然，他不得不承認「爆粗」
是不專業、失誤及冒犯觀眾，港台不得不對
他「封咪」以作處分。曾志豪的低劣品格，
決定了他抹黑文匯報的文格也極其低下。
唐代韓愈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
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
樹，可笑不自量。」正如林鄭月娥讚揚，文
匯報一直堅持以愛國愛港為宗旨，以「文以
載道、匯則興邦」為理念，為讀者提供準
確、客觀、持平的報道，深受讀者信賴及愛
戴。反對派謗傷貶損文匯報，正是「蚍蜉撼
大樹，可笑不自量」。

香港要為
「人權」
議題爭話語權
張俊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
人權是人類與生俱有的
權利，它不分種族、性
別、國籍、族裔、語言、
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
位，當中包括生命和自由
的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
的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
的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以及其他
更多權利。近日，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
員會在瑞士日內瓦召開聆訊，審議中國內
地、香港及澳門特區的種族歧視及人權問
題；另一邊廂，「香港群策匯思」亦舉辦
「基本法與香港人權狀況」論壇，人權問
題再度熱議，反觀香港在國際人權的議題
上又應如何自處呢？
國際人權法規定了各國政府的義務，制定

政府採取行動的特定方式或應避免的特定行
為，以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個人或團體的基本
自由。過去，香港鮮有論及有關人權的狀
況，整體社會氣氛大多避而不談。在「一國
兩制」及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應在國際的
舞台上，主動地討論有關人權的相關議題，
並創造更多新的空間討論人權。
香港人權主要受到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兩方面保障。筆者認為，香港在人
權的議題上，應主動爭取話語權，或重新就
「人權」賦以新的定義。事實上，不同的時
間、空間、領域，人權的定義都會隨之改
變，香港不能因約定俗成而一成不變，沿用
舊有的定義方式釐定人權標準，香港應該檢
視自身的優勢，甚至可以在某些優勢領域，
提出比西方國家更高的標準。

西方國家一直藉人權話題打壓中國，企
圖阻礙國家的發展步伐。香港應扮演重要
的角色，須爭取主導權，發揮「一國兩
制」的優勢，在諸如人權等重要的議題
上，為國家化解矛盾。筆者認為今屆政府
應有更長遠的考慮，能有效地就 15 年、30
年以後的香港作出完善的發展規劃。在人
權問題上，筆者建議政府應發揮主動作
用，特別是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貿辦事
處，應該主動利用當地人感興趣的方法，
推廣國家發展及香港在改善人權、促進發展
方面的工作，讓西方國家的國民能更直接了
解香港，消除予人借題發揮的機會。筆者相
信，在特首林鄭月娥管治下，本港政治氛圍
亦相對和諧，相信特首在任內能為香港人權
的長遠發展制定規劃。

出了總目標：到 2020 年，實現「12312」交通圈，即廣州
與珠三角各市 1 小時通達，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各市陸路 2
小時左右通達、與周邊省會城市陸路 3 小時左右通達，廣
東與全球主要城市12小時通達。
全國不同省市都積極發展交通運輸，打破了區域發展
不平衡的「魔咒」，「蜀道難」已經成為歷史。中國的高
鐵已經開上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在凍土雪地奔馳，條條
鄉村通公路。
4 年前我去重慶做執法檢查時，時任市領導建議我們看
重慶保稅區，並且興致勃勃地介紹如何利用中歐專列輸出
工業產品，以及重慶發展為德國汽車和法國紅酒在中國西
部的總經銷城市。因為運輸路程近了，不用繞過幾個海洋
的水路，比從上海等沿海城市運輸成本低且快捷。
兩年前我去西安考察，也看到當地響應「一帶一路」
倡議，建起規模很大的經濟發展區。去年，我抱着「朝
聖」的心情去義烏看小商品市場，這個內陸小鎮已成為中
歐列車的首發站之一。從前，內地很多內陸城市根本無法
接觸外面的世界，現在都成為工商貿易的重要城市。中國
對交通運輸基建的投入，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版圖。
香港如果沒有與國家交通網絡接軌，將面對成為「孤
島」的後果，不但不能在大灣區建設中發揮作用，在「一
帶一路」發展戰略中也會被踢出局。

打擊「港獨」氣焰 彰顯23條立法必要性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政府正依法擬取締
「香港民族黨」，其
召集人陳浩天卻動作
不斷，企圖利用外部
勢力，為其組織苟延
殘喘爭取時間。陳浩
天先後去信美國總統
特朗普和美國國務院，要求美國制裁
香港和中國內地，其行為不僅煽動
「港獨」，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更
出賣國家和香港，損害香港利益。
「民族黨」煽動「港獨」證據確
鑿，保安局已三度延長其申述期，若
再不取締，只會縱容其囂張氣焰。依
法取締「港獨」分子及組織，是政府
不可迴避的憲制責任。政府與各界更
應該看到，要有效遏止「港獨」，對
「港獨」零容忍、零空間，必須進一
步完善相關法律，基本法 23 條立法明
顯具迫切性，政府是時候將 23 條立法
提上議程，不可一拖再拖，否則只會
給「港獨」留有活動空間，對國家安
全和香港繁榮穩定都不利。

「港獨」勾結外力圖苟延殘喘
近期，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成
員，又借開學禮的機會，散播「港
獨」言行。年輕學子受「港獨」影
響，發表抹黑、分裂國家的言論，令
人痛心和擔憂。近年來「港獨」思潮
氾濫，源於違法「佔中」，「佔中」
鼓吹的「違法達義」、「公民抗
命」，對年輕一代「洗腦」，造成不
可低估的後果。
「港獨」組織的慣用手段之一，是
勾結外部反華勢力。近期有報章揭
露，「佔中」是內外勢力勾結的產
物，「佔中」的主要搞手，接受海外
資金的資助，拉攏海外勢力介入，尤
其是獲得美國有關機構的支持，借助
本港喉舌和國際媒體，為「佔中」搖
旗吶喊、製造聲勢。
內外亂港勢力勾結的現象，並未因
「佔中」落幕而停止，反而變本加

厲。「港獨」分子頻繁跑到海外「唱
衰」香港，勾結「疆獨」、「藏獨」
等分離勢力，企圖擴大「港獨」的影
響力，將「港獨」國際化。
雖然，鼓吹「港獨」只是一小撮人的
行徑，但對「一國兩制」成功落實和香
港繁榮穩定的衝擊不容忽視。尤其是
「港獨」誤導香港年輕一代，若年輕人
信以為真，走上「港獨」邪路，前途將
毀於一旦。因此，政府應盡早推動 23
條立法，將維護國家安全與主權寫入
法律條文，為遏止「港獨」填補法律
空白，防止「港獨」思潮氾濫，保障
年輕人免受「港獨」思潮毒害。

23條立法不能再拖
香港各界一再就 23 條立法向政府提
出意見，希望政府早日將其列入立法
議程。不可否認，推動 23 條立法必然
會遇到阻力，但政府應以「志不求
易、事不避難」的精神，以國家安全
和香港利益的大局為重，積極作為、
迎難而上，發揮行政主導的職能，為
23 條立法爭取突破。香港是法治社
會，完成 23 條立法，體現法治精神，
符合香港的核心價值，一定會得到主
流民意的支持。
反對派狡辯，鼓吹「港獨」是「言
論自由」、「學術討論」，政府依法
禁止，等同剝奪港人的言論自由。此
論混淆是非、擾亂視聽。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港獨」違憲違
法，不屬言論自由，必須受到法律制
裁。「言論自由」不是「港獨」的
「保護傘」。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應
建立正確觀念，看清「港獨」違憲違
法的性質，不要被人蒙蔽，走上不法
之路。
社會各界早已形成起共識，「港
獨」害港已久，不容其再猖獗禍港，
危害國家安全。政府應負起職責，盡
快啟動 23 條立法，以更充分的法律手
段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和 香 港 利 益， 確 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大學校園播
「獨」
令人痛心
穆家駿 中學老師

勿再害香港 勿再踩紅線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無規矩不成方圓，「踩紅
線」衝擊憲政。「一國兩
制」建基於彼此的信任和尊
重，若基礎一失，初心一
忘，一切就都變成流沙浮
浪。可惜，反對派卻一而再
以踩紅線作為爭選票、贏民
望的手段，結果形成「港孩」式的撒嬌，為
香港融入國家製造阻障。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來港視察時為遏制
「港獨」、落實「一國兩制」劃下「紅
線」。他提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如今遇到若干新問題，任何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特區基本法權威，
利用香港對中國內地做滲透及破壞的活動，
皆屬於絕不允許觸碰之底線，主權問題不容
討論。他又強調，「一國兩制」的主要精神

在於「求大同、存大異」，多元社會的香
港，對部分問題有不同意見或分歧並不奇
怪，但若陷入「泛政治化」漩渦，人為製造
對立、對抗，只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
展。
「紅線」並非虛線，而是維護體制規範和
憲政倫理的「護城河」，是客觀存在而不為
個別人士主觀意志所轉移的現實。任何「紅
線」都可以依法按程序調整，但不能模糊和
輕易抹去，更不能任由市民甲、路人乙踩踏
衝擊和扭曲污衊，這是有效管治的基本前
提，否則就會出現法治社會最不接受的場
景：「毋視憲政、無大無細！」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出席一施政報告論壇
時，有發言的市民指任何一個獨立國家和主
權地區，都有居留人士的審批權，要求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應向中央提出收

回單程證審批權。她認為市民提及香港是
「獨立國家」和「主權地區」的言論，有
「踩紅線」之嫌，她認為交流可以輕鬆，但
若涉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問題，必須嚴
肅認真對待。
單程證其實是因應港英政府於 1980 年取消
抵壘政策而推出，作為對港人內地親人申請
來港團聚的特殊安排，所有來港申請及審批
均由內地公安部門裁處，香港則為入境名額
設限。有關安排行之有效，並被載列入基本
法第22條之內，再在1999年的人大釋法中訂
出明確規範。
這條「紅線」已劃出多年，憲政法理基礎
完備明確，反對派不能再裝聾扮傻，而應依
憲依法遵行。其實，即使擁有高度自治權，
特別行政區不過是一個地方政府，不能任由
個別人士亂踩「紅線」。

步入9月份，學校紛
紛開始新學年，而開
學典禮作為代表新學
年開始的重要里程
碑，在香港不少大學的
開學禮，卻淪為學生會
播「獨」的平台。
近年來，大學校園以「言論自由」
和「學術自由」作為「尚方寶劍」，
不少學生公然在校園民主牆、畢業典
禮等公開平台，宣揚激進的「港
獨」，成為「家常便飯」，使校園內
多元的聲音變成「一言堂」，更令人
產生大學生支持「港獨」的錯覺。
不過，筆者所接觸的不少大學生，
不但反對「港獨」，更十分討厭被所
謂的學生會「代表」！就以最近在開
學禮言詞最激進的教育大學學生會為
例，今屆的所謂學生會，是根本沒有
人願意接手的「爛攤子」。無人參選
之下，唯有以去屆的部分成員組成
「臨時行政委員會」作為「署任學生
會」，在開學禮上支持「港獨」、

「大放厥詞」的那位會長張鑫，正正
就是去屆的內務副會長。
一所以培育本港未來教育人才為己
任的大學，去年 9 月在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女士面對喪子之痛的時候，教大
的民主牆竟然出現幸災樂禍的侮辱字
句，今年又有學生在開學禮上公然播
「獨」，更反咬校方不尊重其言詞。
此等行為實在令人感到痛心。
筆者作為一位前線教師，深明教師
在協助學生建立價值觀具重要作用。
試問，若果我們的下一代在偏激分子
的「教導」下，將成為怎樣的社會棟
樑呢？
正如韓愈《師說》中所說：「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作
為教師，第一點的要求不是專業知
識，不是解答疑問，而是思想教育中
的「傳道」，要讓學生形成正確的價
值觀、世界觀。只有真心實意培養學
生正確觀念的教師，才是培養未來社
會棟樑和實現「香港夢、中國夢」的
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