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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公會對憲法認識不足
人大常委會具監督權確認一地兩檢合法性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表示，大律師公會就人大關於 「一
地兩檢」 決定的聲明反映他們不了解國家憲法以及人大常委會的權力。
她表明，國家憲法第67條訂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具行政和法律監督權，近
日其通過 「一地兩檢」 《合作安排》的決定相當於確認了該安排的合法
性。梁愛詩強調， 「一地兩檢」 安排並非中央單方面的決定，而是特區
政府和內地政府雙方同意的結果，目的是推動香港發展，亦獲得香港社
會支持，因此毋須擔憂將來會出現 「隨意把香港一塊地方劃給內地管轄
」 的情況。她又指，基本法是按照內地法律制定，不能單以普通法方式
去解讀。

梁愛詩昨日出席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
主持的網上訪談節目，解讀高鐵香港段 「
一地兩檢」安排。對於大律師公會批評 「
一地兩檢」安排是香港落實基本法的 「最
大倒退」，梁愛詩認為，公會對中國憲法
不夠了解，特別是人大常委會的監督權。
她引述國家憲法第67條指，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職權包括對行政決定和立法工作進行
監督，具憲制責任確保各項法律或行政決
定不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因此其日前
通過國務院提請審議的 「一地兩檢」合作
安排，相當於確認了該安排的合法性；假
若該安排違憲，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有責任
撤銷。

符合基本法維護港繁榮穩定根本目的

莊恭誠

基本法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立法目的
，因為香港為了高鐵已投入幾百億元，而
且高鐵香港段實行 「一地兩檢」，可令香
港更便利地融入國家高鐵網絡、連通歐洲
等地，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
對於有意見質疑 「一地兩檢」缺乏法
律基礎，梁愛詩反駁說香港社會習慣於普
通法思維，很期望在基本法中找到某一條
文適用於 「一地兩檢」，但基本法起草之
時無法預料日後高鐵的迅速發展，難以寫
出具體的相應條文，又指現在的問題不在
於有無法律基礎，而在於部分人是否願意
接受。

民調顯示香港市民支持合作安排
梁愛詩又指出， 「一地兩檢」合作安
排並非中央或內地單方面的決定，而是得
到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雙方同意，民調亦
顯示香港市民普遍支持該安排，立法會早
前更通過了 「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
她相信若非對香港好、市民亦不支持，中
央和特區政府不會推動落實 「一地兩檢」
，因此毋須擔憂將來會出現 「隨意把香港
一塊地方劃給內地管轄」的情況。
被問到若出現司法覆核、需否人大釋
法，梁愛詩說要視乎理據而定，若按基本
法屬中央管理的事務或涉及中央與特區的
關係，則需提請人大釋法。

談及中央為何不引用基本法第20條、
授予特區 「其他權力」處理 「一地兩檢」
，梁愛詩回應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
過程中曾考慮這一條文，但最終認為毋須
額外授權，因為基本法第二、七條已授權
特區實行高度自治、授予特區政府管理和
使用包括西九龍站在內的特區土地，而第
22條則指中央各部門如需在特區設立機構
，須徵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政府批准
，第118、119條要求特區政府為促進發展
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制定適當政策。
梁愛詩認為， 「一地兩檢」安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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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
Q： 「一地兩檢」 令香港「割

Q：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一地

Q： 若港人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因示威

兩檢」 合作安排的決定並非
根據某一具體的基本法條文
，是否符合香港慣用的普通
法原則？

被捕，香港人員須經內地方面同意才
可進入協助，是否損害港人權利？

讓」特區境內的土地？

A： 根據 「一地兩檢」 合作
安排，西九龍站的內地
口岸區由香港交予內地
使用和管轄，須雙方簽
訂合同規定使用權的取
得、期限和費用，而 「
割地」 的意思是白白、
無條件地送給別人，因
此 「一地兩檢」 並不涉
及 「割地」 。

A：出入境管制禁區素來不允許示威，而市

A： 基本法按照國家法律制度制
定、由全國人大通過，不能
完全根據普通法原則理解，
若在實踐基本法的過程中，
香港習慣的普通法原則與國
家法律制度出現不同之處，
最高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
會。

民前往西九龍站的目的是出境去內地，
既然打算前往內地，自然應有遵守內地
法律、受內地法律約束的準備，否則後
果自負。若不願接受內地法律，大可不
進入內地口岸區，站內的指示牌和界線
都很清晰，市民不會輕易走錯。內地口
岸區在法律上被視為香港境外，但香港
其他地方並不受影響，不存在影響香港
的高度自治。

遊樂園及景點協會：利推一程多站
連繫、做好旅遊宣傳和提供相關配套服務
設施等。
協會將一如既往繼續與旅遊業及相關
業界緊密連繫，合力提升香港旅遊業在區
內競爭力，為建設香港旅遊業持續健康發
展共同出力。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全國
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高鐵 「一地兩檢」合
作安排，社會各界熱烈歡迎。香港遊樂園
及景點協會昨日發表聲明，認為有關安排
本身有助推動香港旅遊業長遠發展和提升
競爭力，而有關安排節省過關時間，有助
推動香港發展 「一程多站」旅遊定位，發
揮 「國際城市旅遊樞紐」作用，吸引國際
旅客以香港作為起點，再前往內地其他省
市旅遊。
聲明表示，未來一年，高鐵和港珠澳
大橋項目即將相繼開通。香港應該好好利
用這兩項基建，發揮香港在國家以及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的優勢。協會期待與特區政
府有關當局攜手合作，於日後進一步探討
如何充分善用這個旅遊便利優勢，為香港
帶來最大和最佳的經濟效益，例如加強香
港各主要旅遊景點和西九高鐵總站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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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
不認同國家的權力架構是非
常危險的事

陳弘毅：
中央是根據立法原意的法律
來解讀基本法第18條

梁美芬：
若有人因政治原因，拒 「一地
兩檢」 ，就不是法律問題

湯家驊：應尊重人大常委會憲制地位
▲遊樂園及景點協會認為，合作安排有
助推動發展 「一程多站」 ，發揮香港 「
國際城市旅遊樞紐」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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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博弈將長期存在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高鐵 「一地兩
檢」合作安排的決定後，香港大律師公
會發表聲明，批評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是回歸後的最大倒退，嚴重衝擊 「一國
兩制」的實施及法治精神。大律師公會
前主席石永泰頻頻發話，聲稱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沒有法律基礎，恍如建基於空
氣之上。
反對派對 「一地兩檢」炮聲隆隆，
不排除出於政治考量，將人大常委會決
定妖魔化。事實上，全國人大作為最高
權力機關，擁有立法及釋法權力，這權
力毋庸置疑。
其次，在法律制度上，內地實施成
文法（或稱大陸法），香港實施普通法
（或稱海洋法），兩者體系不同。在 「
一國兩制」下，在兩種不同法律體系找
出一個有法律依據的接合點，這次人大
常委會以成文法觀點拿出 「一地兩檢」
法律依據，完全合憲合法。絕不能像石
永泰般，只以普通法的角度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
石永泰批評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 「
人治」，更是奇怪。回歸前，香港法律
解釋權在英國樞密院，難道樞密院法官
不是人嗎？他們按法律原則作出的決定
是人治嗎？但作為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按
法律作出的決定，竟被指責成 「人治」
，這又是什麼邏輯？
石揚言，如要在香港實施香港以外
的法律，就需說明是引用基本法哪一條
條文。請問西部通道是否香港 「境外」
地方？目前西部通道是否實施香港法律
？基本法哪一條規定可以在境外執行香
港法律？石先生似乎忘記了西部通道 「
一地兩檢」的立法經過及法律依據吧。
有人此刻高調反「一地兩檢」，正值
公會改選新一屆管理層，兩者有無關聯
，不得而知。但這樣的爭論的確關乎法
制戰場的博弈，體現了政治與法律之間
的微妙關係。如此法戰，將是未來政爭
的常態，必須有所準備。
蔡樹文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大律
師公會發表聲明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高
鐵 「一地兩檢」安排缺乏法理基礎，大律
師公會前主席、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昨日
反駁指，公會的說法對人大常委會是不公
平及不尊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指
，中央是根據立法原意的法律解釋方法來
解讀基本法第18條。
湯家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說，大律
師公會批評 「人大常委會說了算」，是不
公平及不尊重的說法，因為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決定，屬於國家憲制秩序下的程
序，港人不能因有不同意見或不同意內地
政治架構，就說程序不存在。他續指，全
國人大常委會在 「一國兩制」下具有憲制

地位，大家應該尊重，如果不尊重，就等
於不尊重 「一國兩制」，不認同國家的權
力架構是非常危險的事。
湯表示，公會聲明中稱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沒有理據存在，及有違基本法18條的
任何正常解讀，這個講法是 「過分了」。

中央據立法原意解讀18條
至於為何有關決定無違反基本法18條
，湯家驊解釋，18條的用意是不希望有全
國性法例在港實施而影響到香港，甚至是
削減港人權利和自由，如果無礙或損害本
港的自由和權利，第18條並不適用。他又
引用領事館、軍營作例子，指本港並非全
部地方都行使香港法律，內地租借西九龍

口岸作為口岸區是新模式。
陳弘毅接受電台訪問時指，事件反映
「一國兩制」下，人大的法理思維與香港
普通法思維不同，他接觸過的內地官員和
學者會翻看起草時的討論，從立法原意解
讀基本法第18條。他直言，一條法律有不
同理解是正常的，他對中央根據立法原意
的法律解釋方法來解讀第18條表示理解。
本身是大律師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認為，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反映香港有
部分法律界人士對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始終缺乏全局的了解。她又說
，若有人因政治原因，抗拒 「一地兩檢」
，即不是法律問題，那解釋多少次都沒用
，因此必須處理的是心態問題。

專家：決定為一地兩檢提供憲制保障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全
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
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
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出，全國人大常
委會所做的批准「一地兩檢」決定在中國法
律體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屬於全國人
大常委會行使最高決定權的具體法律成果
，成為符合憲法與基本法的中央法律文件
。這份文件不是在香港全部區域實施，而
是用於確認和批准香港與內地的口岸管理
安排，確認內地口岸區設置與管轄的憲制
合法性，因此不屬於基本法第18條規定的
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範疇，而屬於對
兩地合作安排的合法性確認與憲制保障。
田飛龍認為， 「一地兩檢」及相關合
作安排的憲制合法性體現在五個方面。第

一，合作安排屬於香港特區依據基本法行
使高度自治權的行為，不屬於基本法第20
條的 「新授權」事項，也不屬於第18條的
「附件三」事項，全國人大決定對這一自
治權行使的合法性予以審查和確認。
第二，合作安排的合法性基於這一安
排對 「一國兩制」方針的符合以及對基本
法之第7條（土地制度條款）及第118、119
條（特區自治權之產業政策指導調控權）
的遵循。
第三， 「三步走」程序符合 「一國兩
制」及基本法秩序，實現了中央全面管治
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有機結合，其中香港特
區政府的自主決策與合作協商安排，也有
中央的審查決定，最終是特區本地立法的
制度轉化。這一程序符合基本法秩序及香

港法治要求，能夠很好地與香港本地法治
相銜接。
第四，全國人大決定基於憲法和基本
法對人大憲制地位與權限的規定，屬於國
家立法意義上的憲制性文件，其具體法律
意義在於為合作安排及未來的香港本地立
法提供合法性確認和支持。
第五，全國人大決定及合作安排在法
律上擬制出 「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
律與管轄，是內地法律效力的自然而完整
的延伸。這一安排有 「深圳灣模式」為先
例，深圳灣的 「香港口岸區」也是香港法
律效力的自然而完整的延伸。 「內地口岸
區」在法律區域歸屬上歸於內地，因此與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法律體系沒有重複
調整的交叉關係，也無法律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