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的追加撥款昨日終獲立法會財委會通過，但
圍繞高鐵 「一地兩檢」 的爭議仍然持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
在京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出，高鐵 「一地兩檢」 可以參考深圳灣模
式，由內地工作人員在九龍站進行海關和出入境檢查，但若發生爭執、
示威或違法等問題，則全部交由香港警方執法。至於將內地相關法例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 「車上檢」 或授權香港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代替內地
執法等建議，范徐麗泰認為，上述辦法皆不可行。她強調，現時香港不
能所有事情都要求國家給予優待，希望港人對自己的制度有信心。

大公報記者 石璐杉 文軒 北京報道

在范徐麗泰看來，高鐵 「一地兩檢」
勢在必行，她說，香港建高鐵，是將香港
與內地較全面的高鐵系統接駁起來，關鍵
是要方便旅客。但如果高鐵實行 「兩地兩
檢」，旅客可能就不會選擇九龍站，而是
去深圳上車。 「我們納稅人在高鐵上花了
那麼多錢，卻沒什麼人用，豈不是變了大
白象？」

九龍站設海關出入境檢查
就如何解決 「一地兩檢」，范徐麗泰

指出，在九龍站內若有 「一地兩檢」的話
，內地檢有兩個關口，一個是海關，一個
是出入境。執法方面，海關是查違禁品，
出入境則是看有無公認可接受的旅行證件
。范徐麗泰說，在深圳灣的 「一地兩檢」
，香港的海關和入境處職員亦僅就這兩方
面執法，其他問題全部由內地公安部門處
理。因此若有人在九龍站內發生爭執，甚
至肢體接觸，就由香港警察來解決；若有
人到內地人員所在的關口示威，也由香港
警察來管。 「其實很簡單、很清晰的，卻
講到那麼大件事，我想不用那麼緊張。」
至於是否用深圳灣實行 「一地兩檢」的辦
法，即：兩地先有個協議，然後經人大決
議，再由本地立法，范徐麗泰說，可能需
要立法會做些事，到時各種意見還能提出
來討論。

有建議指可將內地相關法例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來實現高鐵 「一地兩檢」，范徐
麗泰表明，將相關法例列入附件三不代表

立刻可在香港實行，都需要經過本地立法
的過程，才能實行。 「我認為這麼小一件
事不需要那麼大的動作，我自己不傾向於
列入附件三。」

范徐麗泰也不認同 「車上檢」的提議
，她指， 「車上檢」意味車要停，才能讓
內地執法人員上車： 「『車上檢』就是 『
兩地兩檢』，只不過是在車上。」

盼港人對自己制度有信心
此外，可否授權香港人員在港代替內

地執法，范徐麗泰直言： 「我不贊成這樣
。有什麼理由要香港的執法人員去執行內
地的法律？我看不到可以這麼做，而且這
也需要授權，要全國人大常委會來通過授
權，我覺得有些難度。」范徐麗泰指出：
「坦率地說，香港現在樣樣都要特別處理

，樣樣都要有優待，內地有朋友在言談之
中覺得不公道：點解樣樣都要別人遷就你
，你有沒有遷就別人？」她又笑言： 「香
港人的心態卻不是這樣：我很細粒，你很
大隻，我驚你來蝦我，如果你對我好些，
我就會安心些，對我特別好，就更加安心
。」

但范太明確指出， 「要明白，香港不
是一個小朋友，雖然地方小，也是國際性
的城市，裏面的人應該對自己有些信心。
」范徐麗泰相信港人會有自信，亦相信中
央不會來干預香港的制度。 「因為香港的
制度不能很好的運作，經濟不能有好的發
展，社會不穩定，對中央有什麼好處？」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北京報道：自
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有部分人藉各種事由
挑起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不信任，包括
近期李波事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
麗泰表示，他們的言論除了罵人、批評、
嚇人之外，並無實質內容。她認為，我們
都要以行動維護 「一國兩制」，若普通人
要維護 「一國兩制」，可從小事做起。

反對派最近藉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事
件大做文章，聲稱 「擔心」 「一國兩制」
會受到影響。范徐麗泰昨日直言： 「有一
小部分人不是 『驚』，也不是 『擔心』，

他們只是想用這件事來令大家對中央的信
心減低。」她說： 「如果你是思路分明、
有邏輯的人，就不會受到他們的言論利用
，會見到他們的說話除了罵人、批評、嚇
人之外，其實無什麼實質。但如果你接受
了他們那套，你未來可能就要接受影響了
的生活。」

對於反對派煽動性言論所造成的恐慌
，范徐麗泰認為，港人通過自身的努力便
能消除。 「我經常覺得，有些人常說我好
擔心，我好驚，但你除咗擔心同驚之外，
你為呢件事做過些什麼呢？」她指出，若

是真的 「驚」 「一國兩制」產生動搖，就
要想些辦法去消除恐慌，即使是普通人亦
能做到。

「你在自己每天的生活裏，你都可以
去捍衛這個制度（ 「一國兩制」）」。范
徐麗泰以排隊等車為例指，每日放工時間
都有很多人排長龍等車去元朗，但無人插
隊， 「你要使得我們香港這種制度是令人
讚賞，就是捍衛着你的制度」。

她進一步指出： 「很小的事，你做好
香港的氛圍或環境，你就是擁護自己的制
度。」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北京報道：原
本籍籍無名的 「本土派」梁天琦，竟由於
參與旺角暴亂被捕而 「一舉成名」，更在
新界東補選中取得六萬多票。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范徐麗泰昨日表示，出位不是問
題，違法才是問題，強調年輕人有選擇的
權利，但亦必須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對於梁天琦一直被指是利用極端激進
行為出位，范徐麗泰坦言，無法猜測其動
機是為了出位還是為了理想，但客觀上令
梁成為了知名人士。

不過，范徐麗泰並不贊同為了出位就
能不擇手段。 「坦白說，出位不是問題，
你做廣告都要出位才有人看，違法才是問
題。」她指出，若採用違法手段而被起訴
，最終自有法院予以裁決。

談及社會日益激進的不良之風，范徐
麗泰認為，年輕人的人生經驗較少，所了
解的也不多，易被網上斷章取義甚至是假
的言論所煽動。她舉例說： 「曾有人說，
高鐵是用來裝載解放軍的，這種言論不知
的被他嚇死，知的就被他笑死。」她認為
， 「佔中」、 「鳩嗚」、旺角暴亂等事件
，都是網上發動的。

「你問我如何解決，我認為沒有即時
解決的辦法。」范徐麗泰認為，這是多年
積累下來的矛盾，亦要經過多年才能慢慢
紓緩。 「最重要的其實是一句話：生命是
你自己的，前途也是你自己的，年輕人選
擇走什麼路，是自己選的，將來得到什麼
成果，也是由自己接受。」她向年輕人如
此贈言。

李家傑：多向世界發中國聲音
【大公報訊】北京 「兩會」期間，全國

政協常委、恆基地產副主席李家傑在政協全
體會議上表示，中國應按照世界需求，從中
國社會發展、國家治理以及傳統文化三個方
面發出 「中國聲音」。他建議中央政府定期
舉辦 「世界市長論壇」，並指可採用音樂、
電影等向世界傳播 「中國價值觀」。

李家傑昨早在全國政協第三次全體會議
上，以 「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為
題發言。他指，現時的國際競爭，已是話語
權的競爭，中國必須找準世界需求， 「中國
故事才能成為國際社會認真傾聽的」。中央

政府若能圍繞社會發展、國家治理以及傳統
文化三個 「發力點」發出 「中國聲音」， 「
那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故事將不再是
西方理論的註腳，而是中國對整個國際社會
的巨大貢獻。」

倡定期舉辦「世界市長論壇」
他首先形容，中國社會發展滿足 「世界

生態需求」，不同於西方的權利本位，任由
權利單向擴張，難以負擔權利訴求及物質慾
望，中華民族素來以責任為本位，強調責任
高於權利，所以每個地區的人也應當對地球

承擔生態責任。
李家傑說，中國亦為世界提供一個 「善

治」的新版本，例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
為實現13億人口大國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採取一系列治國措施，並取得舉世矚目的
卓越成就，例如正討論的 「十三五」規劃綱
要草案、政治協商制度等模式，都值得提煉
和總結。李家傑建議中央政府定期舉辦 「世
界市長論壇」，為世界各地不同體制、宗教
文化、發展水準的市長提供交流平台，以扶
貧、網絡、協商民主等議題為主題， 「向世
界講述中國治理的故事」。

此外，李家傑又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的
「德性先於自由」、 「義務重於權利」、 「

和諧高於衝突」等價值觀較西方價值觀更能
滿足社會人心需求。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
的要義、精髓，與國際發展戰略緊密結合，
才是更好的 「中國故事」，故應增進與 「一
帶一路」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及文明借
鑒。

他指出，美國透過荷里活電影宣傳美國
價值， 「我們同樣可採用電影、音樂等向世
界傳播中國價值觀，彰顯傳統文化的當代生
命力」。

年輕人不應靠違法出位

納基本法附件三及車上檢均不可行

范太：一地兩檢可參照深圳灣

從小事做起 維護一國兩制

時下香港社會日益激進，
反對派政黨為爭取選票，紛紛
對之趨之若鶩；亦有人致力開
拓 「第三條道路」，但在新界

東補選中成績卻不理想。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感慨道
： 「其實這種情況 『佔中』時已開始，如
果你是溫和，想行中間路線，就兩邊都不
當你是朋友。」

范太坦言： 「我始終到今天，都依然

相信中庸之道是最好。」訪問中記者多次
問及下屆特首選舉，范太卻不願多言。

問及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後會做
什麼，她就笑說： 「我梗係四周圍去玩啦
！」

依然相信中庸之道最好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北京報道：立
法會將於九月換屆，面對日益錯綜複雜的
政治形勢，身為前立法會主席的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認為，建制派上次因
反對派排錯陣而得利，今次需進取開拓新
票源。她又批評部分現任立法會議員 「對
人不對事」，非成熟的政治態度。

二月底的新東補選中， 「本土民主前
線」梁天琦獲得了六萬多票，范徐麗泰直
言，大家都知道他的背景是什麼，但仍有
這麼多人投票給他，即是有部分香港人同
意這種排外情緒，不介意用暴力去爭取，
「當然這種情況是不好的」。但當到了九

月，各方人士都會全力爭取，即使是很激
進的人士，現在都開始互相爭位，所以范
徐麗泰指，現時只能觀望 「本土派」屆時

選舉成績究竟如何。她又指，他們不是 「
本土派」，而是「排外派」， 「排外的思想
與香港這個外向性的社會及經濟結構是格
格不入的，可以說是有害的」。

但范徐麗泰指出，由於年輕人、首投
族接受較為激進的表達手法，即使 「泛民
」政黨目前沒有在此定位，也會慢慢向此
靠攏，希望多拿一些票， 「這是政治現實
」。至於在選舉之後，未來四年 「泛民」
是否會將激進的立場有所調整，她說，還
要根據實際情況，看社會氣氛有無轉變。
「政治日日新，更何況四年？」

批評部分議員對人不對事
建制派方面，范徐麗泰直言： 「建制

派的選情，任何時候都是應該進取，去爭

取。因為上一屆建制能拿這麼多議席，某
程度來說是對方排錯陣，我相信對方不會
再次排錯陣。」她建議，建制派一定要在
這幾個月盡量再去發掘新票源，並將自己
的理念盡量跟市民分享。

談及現在的立法會亂局，范徐麗泰嘆
氣說自己已過了 「心噏」的時候： 「現在
我都很少看立法會的轉播，見到 『拉布』
就轉台，個個說來說去都是那幾句，無謂
看啦，我想很多市民都是這樣。」

范徐麗泰又批評很多議員 「對人不對
事」： 「做公家事就不應該對人不對事，
你不喜歡那個人，你都要看他做的事，是
否對個社會，對人民有利，有利便應該支
持。如果你是對人不對事，這就是不成熟
的政治態度。」

九月立選 建制需開拓新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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