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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公布的國家 「十三五」 規劃綱
要（草案）提出，在2020年前將貫通
哈爾濱至北京至香港（澳門）高鐵，同
時建設北京至香港（台北）高鐵通道。
這兩條北京連通香港的高鐵線又分別
叫京廣、京九高鐵；其中京廣高鐵目
前僅香港段仍在建設中。而京九高鐵
走向也基本確定，廣東也明確年內開
工建設京九高鐵廣東段。據悉，相比
港人目前乘坐京廣高鐵赴京需約9小時
，屆時乘坐京九高鐵僅需7小時左右。

5年覆蓋80%大城市 兩條接港澳
十三五建高鐵北京通台北

港澳台納全國交通大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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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北京報
道：國家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顯示，港澳台地區均納入中長期高
鐵網規劃。記者從規劃示意圖看到，
京廣高鐵除了向北延伸到哈爾濱，向
南貫通香港外，還要銜接到澳門。而
京九高鐵南下到合肥、南昌，還分別
建設高鐵線至福州，之後將在適當時
候通過規劃建設的台海通道延伸至台
灣，使大陸與台灣通過高速鐵路直接
相通相連，實現兩岸的快速溝通。

有交通專家指出，國家規劃高鐵
網已經將港澳台都攬入 「從全國一盤

大棋布局」。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專

設 「構築現代基礎設施網絡」篇章，
提出要建設國內國際通道聯通、區域
城鄉覆蓋廣泛、樞紐節點功能完善、
運輸服務一體高效的綜合交通運輸體
系。其中，優化樞紐空間布局，建設
北京、上海、廣州等國際性綜合交通
樞紐，並加強中西部重要樞紐建設，
構建橫貫東西、縱貫南北、內暢外通
的綜合運輸大通道，以及構建西北、
西南、東北對外交通走廊和海上絲綢
之路走廊。

目標：高鐵里程達3萬公里，覆
蓋80%以上大城市

貫通全線：
●哈爾濱至北京至香港（澳門）
●上海至昆明
●廣州至昆明
●連雲港至烏魯木齊

新建項目（部分）：
●北京至香港（台北）
●北京至昆明
●廣州至蘭州（西寧）
●北京至蘭州
●重慶至廈門
●青島至銀川

十三五拓高鐵通道

北京至台北高鐵規劃由數條鐵路組成，包
括京滬高鐵的北京─蚌埠段、合蚌客運專線、
合福客運專線，以及計劃從福州興建的台灣海
峽隧道。設計時速300公里以上，為電氣化雙線
鐵路。該項目大陸部分的工程已經基本完成，
目前，北京至福州最快7小時44分直達。

另外，京廣高鐵與京九高鐵並列為國家高
鐵南北兩條大動脈。隨着亞洲最大的地下火車
站——深圳福田站去年底運營，途經冀、豫、
鄂、湘、粵6省的京廣高鐵深圳段全部通車。但
香港段建設卻一拖再拖，目前196億港元的工程
追加撥款申請仍遭到反對派議員 「拉布」影響
，前景未明。

高鐵「爛尾」或致港「邊緣化」
而京九高鐵作為連接環渤海和珠三角的重

要高鐵通道，全線走向近期也基本確定。按最
新規劃，該線從北京引出，跨越冀、魯、皖、
豫、鄂、贛等省，在江西接南昌等市，再往南
到廣東河源、深圳等市，最終連接香港（九龍
）。全線將採用時速350公里的設計，通車後香
港到北京只要7小時左右，較京廣高鐵通車後需
約9小時更為便捷。其中，廣東段爭取今年開工
，2020年建成。

廣鐵有關負責人坦言，香港無論連接京廣
還是京九高鐵，都將融入內地的高鐵網。如從
香港西九龍到深圳福田、廣州南站分別僅需15
分鐘和30多分鐘，形成 「廣深港半小時經濟圈
」，有利於提升香港的城市競爭力。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鄭慕智亦認同香港要加速銜接內地高
鐵網，拓展香港的發展腹地。

有內地交通專家指出，若高鐵香港段因未
能追加撥款而停工，不僅將導致這個被稱為香
港造價最昂貴、規模最龐大的鐵路工程 「爛尾
」，而且香港也可能面臨 「邊緣化」的困局。

新建8條以上線路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顯示，除了

京廣、京九高鐵外，到2020年，還將貫通廣州
至昆明、上海至昆明、連雲港至烏魯木齊等3條
高鐵通道，並新建呼和浩特至南寧、北京至昆
明、包頭銀川至海口、青島至銀川、蘭州（西
寧）至廣州、北京至蘭州、重慶至廈門等7條以
上高鐵通道，拓展區域連接線；高鐵營業里程
達到3萬公里，覆蓋80%以上的大城市。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北京報道

從4日參加政協聯組
會，到5日在人大開幕會
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反覆強調的

一個詞是經濟 「打硬仗」。這一仗，
同誰打？首先是外部環境，國際貿易
增長低迷，大宗商品價格深度下跌，
金融市場震盪波動；國內來看，三期
疊加，增速換擋、結構調整、新舊動
能轉換相交織，都是打硬仗需要攻克
的難題。另外，國際上唱衰中國經濟
的論調此起彼伏，也需要以實際行動
去回擊。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
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宏在國新辦吹
風會上說： 「我們為應對今年和今後
的風險和挑戰作出了儲備。我們的子
彈沒有打光，或者說打得很少，大部
分都沒有打。中國政府有足夠的創新
政策工具和創新政策手段來應對下行

壓力……該出手時就出手。」實際上
，在匯率、股市等許多戰場，已經烽
煙漸起。

今年，李克強為中國經濟劃定了
6.5%至7%的增長目標，再創近年新低
，這也是自1995年以來首次以浮動區
間方式界定經濟預期；與此同時，中
國政府將今年財赤率提升至3%，達到
1949年以來的最高值，首次觸碰歐盟
所謂 「國際警戒線」。

財政貨幣調結構多管齊下
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速即使下降

至6.5%，仍然是世界上屬於高速；財
赤率及時上調至3%，相較於美、日等
國仍屬於低水平。這一高一低相比，
就充分說明，中國政府對於經濟前景
仍然抱有足夠的自信和定力。劃設增
長區間目標，便於靈活騰挪，因地制
宜；擴大財赤，目的在於更多讓利於
企業、放權於市場。

財政手段只是其一，貨幣政策將
靈活適度，政府在財稅、金融、國企
方面今年將拿出一攬子改革舉措。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響去產能、去庫存
等五大戰役，短期之內將不可避免帶
來經濟陣痛，但中國在經濟下行的形
勢下，仍堅定推行，目的就是換取經
濟長遠的優質增長。這進而可惠及國
際經濟。中國絕非拖後腿的罪魁，而
依然是打頭陣的先鋒。

（大公報記者 馬浩亮）

經濟打硬仗 中國彈藥足
未來五年重點工程

●高速鐵路：貫通4條高鐵，新建8條以上高鐵；高鐵營業里程達3萬公里，覆
蓋80%以上大城市

●高速公路：加快建由7條首都放射線、11條縱線、18條橫線等組成的國家高
速公路網

● 「四沿」 通道：基本貫通沿海高鐵、沿海高速和沿江高鐵，推進沿邊公路
；建設深中通道

●民用機場：建成北京新機場，打造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世界級機場群
，新增50機場以上

●港航設施：優化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港口群，升級上海、天津、大連
、廈門等國際航運中心

●城市交通：建成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1到2小時城際鐵路網；
300萬以上人口城市軌道交通成網

●農村交通：建制村通硬化路和班車，完善農村郵政、快遞基建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5日，全國人大代表雷軍抵達會場
被記者 「圍攻」 新華社

京廣高鐵

▲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河北代表團乘高鐵抵達北京 新華社

一國兩制在港實施將更全面準確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昨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在 「政府
工作報告」 和 「十三五規劃草案」 中，都有一
定的篇幅談到港澳兩個特區， 「規劃」 草案中
港澳發展並獨立成 「專章」 。

「政府工作報告」 在 「結語」 中提到港澳
兩個特區的工作時，李克強總理是這樣說的：
「我們將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

治港』 、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針，嚴格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發揮港
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
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
促進港澳提升自身競爭力。我們相信，香港、
澳門一定會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事實是，本次北京 「兩會」 ，自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開幕大會上的工作報告，到前天全
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見港澳地區委員時的講
話，以及昨天李克強總理所作的 「政府工作報
告」 ，一個絕對不可以忽略的事實是：中央對

實施 「一國兩制」 方針的決心是更大了、信心
是更強了，但同時對香港特區實踐 「一國兩制
」 的要求是更高了、標準也更明確了，而對香
港特區在國家經濟進一步開放發展中的地位和
貢獻則繼續予以正面的肯定和評價。有關變化
，在日後相關工作中必將會逐步展現。

更重要的是，相關變化，包括中央對實施
「一國兩制」 的信心更強、要求更高、標準更

明確，對港絕對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壞事。信心
更強、要求更高，不等於反對派口中所說的什
麼 「兩制收緊」 和 「控制更嚴」 了，恰恰相反
，經過回歸將近十九年的實踐，經過大大小小
無數次的風浪，今天，確實是時候 「去蕪存菁
」 、 「精益求精」 ，讓 「一國兩制」 方針得到
更全面和更準確的貫徹實施，令 「一國兩制」
方針在特區建設和國家發展中發揮應有的和更
重大的作用。

綜觀 「兩會」 召開以來關於香港特區工作
和問題的報告、講話內容，最值得關注的變化
和要點是：首次在 「兩會」 報告中明確提出特

區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過去更多提
出的是按照基本法辦事。

當然，過去相關文件、講話少提憲法或不
提憲法，不等於憲法在特區工作中就不存在，
只是由於考慮到 「一國兩制」 ，所以較多被提
及的只是專為特區而制訂的基本法。但是，過
去一年多來，特別是政改、 「佔中」 以來，情
況有了明顯的變化，在反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
《蘋果日報》歪曲和誤導之下， 「一國」 、中
央的憲制權威地位在特區被刻意淡化、扭曲以
至被挑戰， 「兩制」 則被任意的從「一國」中割
裂和對立起來，彷彿在香港只可談 「兩制」 、
不可談 「一國」 ，只可談基本法、不可談憲法
，一講國家、一提中央就是「兩制名存實亡」。

更為嚴重的是，在此歪風惡氣影響之下，
少數激進青年真的以為在港就只應談香港、不
應談 「中國」 ，一些所謂 「身份認同」 的 「民
調」 ，更刻意把 「香港人」 和 「中國人」 身份
割裂開來，只能 「二擇其一」 。毋庸諱言，眼
前，在青少年中， 「有家無國」 、 「有港無中

」 的想法並不是少數而是不同程度的普遍存在
，要求他們學習基本法已有抗拒情緒，更不要
說學習憲法和遵行憲法了。

因此， 「兩會」 文件、講話提出特區要嚴
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並不是 「心血來潮
」 ，隨手多加一句，而是有明確的針對性和實
際需要而提出。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與習近平主
席去年會見特首梁振英述職時提出的兩個 「堅
定不移」 是一脈相承的：即中央實施 「一國兩
制」 不改變不動搖，特區實踐 「一國兩制」 則
要不變形、不走樣。如果排斥憲法、抗拒中央
、無視 「一國」 ，肯定就是不能容許的 「變形
」 和 「走樣」 ！

事實是，在港加強宣揚憲法，是更好落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所必

須；隨着 「兩會」 的召開， 「一國兩制」 偉大
方針在港的實施將會更加全面和準確，香港經
濟才可以繼續向前發展，社會才可以更加穩定
，法治底線才會更加堅固。

社 評

北京兩會傳遞重要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