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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大律師公會聲明的三點回應
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全票通過 「
一地兩
檢」合作安排的決定。香港大律師公會隨後
發出一紙措詞強硬的聲明，聲稱人大常委會
未能就 「
一地兩檢」提供法理基礎，指摘 「
決定」完全漠視及閹割基本法，指摘此舉是
「回歸後在香港特區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
倒退」。
大律師公會是業界翹楚團體，筆者毫不
懷疑其維護基本法權威的拳拳之心，但筆者
相信，真金不怕火煉，真理越辯越明，法理
越辯越清。筆者也相信，維護基本法的權威
不需要理由，但不等於不需要理性和專業精
神。鑒此，筆者對大律師公會聲明提出三點
回應意見，祈求教於大律師公會。

一、聲明對 「合作安排
」 權力來源和法律基礎的批
駁並不客觀
聲明認為，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早前就人
大決定草案所作說明中關於 「
合作安排」權
力來源的說法在多個重要方面不正確。還指
責說明中提及的基本法條文，沒有一條能夠
為特區政府依照合作安排實施 「一地兩檢」
提供法理基礎。但此批駁並不客觀。
其一，合作安排並不存在任何排斥特區
政府根據基本法第154（2）條享有的特區出
入境管制權，根據合作安排，在香港口岸區
本來就是由特區政府（而非內地部門）於西
九龍站實行出入境檢查。不知聲明提及這一
點是要反駁什麼？
其二，無從看到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第
118及119條的規定作出了哪些不符合基本法
下制度的舉動，希望大律師公會舉出事實依
據。
其三，聲明對合作安排權力來源和法理
基礎的指責不能成立。張曉明的說明闡述香
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其
與內地作出上述 「一地兩檢」安排的權力來
源，並提到了特區根據基本法第2條、第22
條第4款、第154條第2款、第7條、第118條
、第119條享有的各種自治權內容。從法理
來看，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法律依據是
以第2條為基礎，上述其他相關條文相配合
的綜合性法律依據。根據基本法第2條，
全國人大授權特區根據基本法享有包括獨
立司法權和終審權在內的自治權，特區政
府代表特區基於解決 「一地兩檢」的特殊
需要、特定用途，在符合 「一國兩制」宗
旨和基本法原則精神下，有條件地處分自
己的自治權，同意在特區境內某個特定的
區域設立內地口岸區，與內地協商處理兩

鄒平學

張曉明在說明裏詳細分析了 「合作安排
」與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有關
規定的關係，論證指出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
區實施全國性法律與基本法第18條所規定的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全國性法律的情況
不同，不存在牴觸基本法第18條規定的問題
。其理據充分，法理昭然。但大律師公會的
聲明認為，上述解讀不符合對第18條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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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反對對方的政治勢力。這也決定了美伊
關係很難真正改善。
加之美國在中東地區布下了很多反伊棋子
。因此，在這次伊朗街頭示威中，總統特朗普
、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對伊朗的發力譴責，在伊
朗看來都是在煽風點火，讓伊朗陷入動亂，以
便顛覆伊朗政府。伊朗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
一方面是美國主導下的西方社會對伊朗實施了
數十年的制裁與禁運，且將伊朗視為 流氓國
家 ，讓伊朗政府陷入困頓的意圖明顯。另一
方面，二 ○○
九年伊朗大選，出現伊斯蘭革命
以來最混亂的街頭運動。當時的奧巴馬政府認
為伊朗選舉存在 舞弊 且對出現的暴力行為
表示不安 。二 一
○一 年 二 月 ， 伊 朗 再 次 爆
發反政府示威遊行，當時的國務卿希拉里表達
了 清楚而直接的聲援 。特別是，美國看到
了推特和臉書這類新媒體的作用，因此在推特
上用波斯文發推文支持示威者。
伊朗沒有重蹈突尼斯和埃及的覆轍。但美
國支持反政府示威者的做法，讓伊朗對美在
舊恨 基礎上又多了 新仇 。雖然當時的奧
巴馬政府不承認干預伊朗大選，但伊朗顯然不
信任美國。
這次再現反政府示威，對準了溫和派總統
魯哈尼。伊朗民眾反對魯哈尼的原因，是 管
得太寬了 ，即魯哈尼關注本國太少，而將太
多的精力和國際資源用在了敘利亞、巴勒斯
坦和黎巴嫩。這樣的中東政策，使伊朗深受
國 際 制裁之苦，示威者喊出了 打到魯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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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號。

示威者的口號，讓伊朗政府更感受到美國
的魅影。示威者的訴求，與美國在中東的利益
需求相當合轍。奧巴馬時代的中東回撤戰略，
不僅讓俄羅斯在敘利亞內戰中出盡風頭，也使
伊朗勢力在中東地區做大。尤其是美國發動伊
拉克戰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伊朗在伊拉克的
政治影響力在增強。對 伊斯蘭國 的打擊中
，俄羅斯、伊朗、敘利亞乃至土耳其，在中東
逐漸形成超越美國的力量。由此再看特朗普對
伊核協議的態度，以及重構與沙特等中東盟友
的關係，就不難發現美國欲在中東重樹戰略強
勢地位。
伊朗發生街頭騷亂，對特朗普而言當然是
機會。支持反政府的示威變成突尼斯和埃及那
樣能顛覆政府的街頭運動，符合特朗普的邏輯
。對特朗普本人和美國官方的言論和立場，伊
朗方面的回應是，美國的煽風點火 毫無價值
，伊朗民眾不會給特朗普 任何機會 。
伊朗街頭示威會發展到何種地步，很難預
料。即使伊朗成為第二個突尼斯或埃及，對美
國也未必是好消息。但就現實而言，只要伊朗
亂起來，特朗普就會支持示威者。畢竟，支持
敵人的敵人對特朗普更有利。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
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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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示威中的美國魅影

國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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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明對設立內地口
岸區的質疑擔憂有失公允且
存在誤解誤讀

聲明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未能解釋為何
於西九龍站劃分不同管轄權區域及將內地口
岸區視作處於內地的必要，未能解釋設立內
解讀，聲明堅持認為 「第18（3）條下只有 地口岸區如何不改變特區的範圍、如何不影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方可在特區境內實 響特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以及如何不減
施」。聲明還指責，全國人大常委會未能指 損港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憑心而論，
出，內地於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派駐出入境 上述質疑擔憂罔顧基本事實，且存在過度解
邊防人員根據內地法律履行職責，如何不同 讀甚至誤解曲解。
於基本法第18條下在特區實施全國性法律
第一，本質上講，香港高鐵 「一地兩檢
。不得不說，公會聲明對有關事實視而不 」是內地和香港高鐵網絡連接運營而衍生的
見，其咬文嚼字式的解讀才是對第18條的 如何為旅客提供最佳通關服務的特殊問題，
不正常解讀。
也是兩地通過數年的審慎考慮和比較，探索
其一，正如張曉明說明裏明白無誤地闡 出的在不同法律框架下建立符合基本法的合
明，基本法第18條規定中有關全國性法律實 作機制的最佳安排。不帶偏見地看，西九龍
施的範圍是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主體 站實施 「一地兩檢」毫無疑問是不二之選，
主要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適用對象是香港特 是確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輸、經濟發展
別行政區的所有人。而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 和社會效益的最佳方案。實事求是地說，西
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其實施範圍只限於內 九龍站劃分不同管轄權區域及將內地口岸區
地口岸區這一特定範圍，而不是香港全境； 視作處於內地的必要也得到了充分的論證，
實施主體是內地的有關機構，適用對象不是 不僅香港社會對此有持續、廣泛而深入的討
一般的香港市民，而是處於內地口岸區的高 論，內地和香港有關方面也研究了所有有關
鐵乘客及其攜帶的物品；針對的特定事項是 的意見，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人大常委會的
出入境、海關查驗及動植物檢驗檢疫。這是 決定本身和張曉明所作的說明，均解釋了決
特定執法主體在特定範圍、針對特定對象 定的諸多理據，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決
就特定事務實施的有限度的執法，顯然不 定通過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亦有進一步的解
能視同為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的實施。12月 說。聲明為何對此視而不見？
29日特區政府對大律師公會的回應中也指
第二， 「一地兩檢」沒有損害香港高度
出，合作安排明確規定，西九龍站內地口 自治權。 「一地兩檢」本質上只是兩個司法
岸區將被視為 「內地」，因而法理上也不能 管轄區域的出入境等執法機關為兩地旅客交
再適用第18條。
通便利而做出的安排，它是基於兩地平等協
其二，從美國與加拿大、英法等國 「一 商而做出的通關安排。事實證明，香港西九
地兩檢」經驗來看，並不能推論出加拿大允 龍站 「一地兩檢」，內地沒有強加硬推，全
許美國法律在其境內實施，也不能推論出英 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只是確認合作安排符合
國的法律要在法國實施；從深圳灣口岸 「一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為其提供憲制性法
地兩檢」經驗來看，不能推論出香港法律要 律基礎，根本沒有損害香港高度自治權：
在內地實施。
1、內地與香港合作在西九龍站 「一地
其三，內地與香港特區經平等協商簽訂 兩檢」，本質上屬於兩地交通和經濟方面的
的有關 「合作安排」，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 合作。 「一地兩檢」原本首先不是一個法律
批准程序和香港立法會本地立法落實，自然 問題，更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法律上需要
就可以具備法律效力，毋須再透過基本法附 做的就是如何充分運用好憲法和基本法規定
件三處理。因為內地與香港特區簽署的 「 的制度資源，為 「一地兩檢」提供法理基礎
合作安排」，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立 和法律依據。
法程序要增加基本法附件三列入的全國性
2、 「一地兩檢」在基本法中沒有明確
法律。第三步香港保障合作安排得以落實 規定，基本法起草者也不可能預計到高鐵這
的本地立法，亦不屬於要列入附件三的全 樣的新生事務。但只要為實現內地、香港特
國性法律，因此毋須透過基本法附件三處 區的共同繁榮，為了兩地人民的福祉，就應
理。
該在基本法的原則宗旨和基本框架下，容納

伊朗多地的示威正變成愈
演愈烈的跨年街頭運動。
對這種反政府街頭運動，
習慣推特發言的特朗普自然不
會漠然置之。去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特朗普在推特發文譴責
伊朗對示威者的逮捕行為。還
表示： 全世界正在看着伊朗
！ 美國國務院則強調， 各
國公開支持伊朗民眾，以及他
們對基本權利和終結腐敗的訴求 。國務院發
言人在聲明中說， 伊朗領導人把一個有着豐
富歷史和文化的富裕國家變成一個經濟衰退、
輸出暴力、流血與混亂的流氓國家。正如特朗
普總統曾經說過，伊朗人民是這些痛苦最大的
受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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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解讀

二、聲明對 「合作安排
」 不違反基本法第18條的反
駁不能成立

美伊關係難真正改善

來自特朗普和美國官方的對伊立場，並不
稀奇。美伊這對宿敵，自一九七九年伊朗伊斯
蘭革命特別是人質事件以來，關係徹底破裂。
美國對伊朗採取持久不斷的制裁，當然也包括
上世紀支持伊拉克的 兩伊戰爭 。伊朗也成
為全球最堅定的反美國家。當然，伊朗既有內
賈德這樣任性反美的總統，也有哈塔米和魯哈
尼這樣的溫和總統。美國亦然，奧巴馬時代達
成伊朗核協議，與現在的反伊總統特朗普形成
了鮮明對比。不管伊朗還是美國，國內都存在
﹁

地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和法
律適用，這當然是自主行使高度自治權的方
式。
基本法第7條授權特區政府可將特區境
內的土地使用權批出予他人，僅僅解決的是
內地機構可以憑此取得口岸區的土地使用權
，尚不能解決該土地上的司法管轄權如何
安排的問題。如果全面看 「三步走」方案
，簽署 「合作安排」只是第一步，報中央
人民政府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批准後生效才是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
會審議批准 「合作安排」，明確 「合作安
排」符合 「一國兩制」方針，符合憲法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就為在西九龍
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進一步提供
了憲制性法律基礎，為國務院批准內地在
西九龍站設立口岸並派駐機構依法履行職
責提供了法律依據。最後通過第三步本地
立法程序，是進一步體現特區在處理 「一
地兩檢」安排上的自主權。
可見，在涉及特區境內特定區域設立內
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權安排方面，不僅包含
特區政府代表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行為，
也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批准行為，還有下
一步特區立法會的立法及國務院批准設立口
岸、派駐內地機構的行為，這些都構成了 「
一地兩檢」 堅實的法律基礎。公會聲明憑什
麼指責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第7條批租土地
，就是剝奪了特區所有機構（包括司法機構
）對該土地的管轄權呢？
需要指出，在涉及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
第7條批租土地的行為方面，還有一種情形
。如中央政府行使外交權，批准外國在香港
設立領事館，特區政府批租土地給外國設立
領事館，根據國際法，領事館內適用該國法
律，特區也無司法管轄權。這一結果是中央
政府行使外交權的結果，是根據國際法和雙
邊條約來確定的，不是特區政府批租土地必
然的結果。

具有創新發展的制度安排。
3、高度自治權是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
地方自治權，是有限度的地方自治權。高度
自治權既包括權利，也包括義務和責任。不
能把高度自治權狹隘地、錯誤地理解為兩地
隔絕的防火牆和隔離帶，更不能以高度自治
權為由，人為地阻斷內地與特區開展互利合
作。在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形勢下，
培養和形成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加強與內地
全面互利合作的主動精神和社會共識，也是
中央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下香港的應有之義
。只要符合 「一國兩制」原則精神和基本法
的根本宗旨，香港與內地就特定事務、在特
定範圍開展的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合作，
無論形式如何，都不能視為破壞了香港高度
自治。
第三，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不會減損
港人權利和自由。它只是把傳統的 「兩地兩
檢」模式中本應在內地進行的出入境查驗前
移到香港西九龍站，針對旅客的所有查驗通
關手續都沒有因此改變，查驗執法機構、適
用的法律法規、查驗程序都沒有改變，旅客
的權利自由與傳統 「兩地兩檢」沒有分別，
不同的只是比 「兩地兩檢」節省更多時間。
第四，聲明把人大決定和確認 「合作安
排」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做法曲解為 「凡人
大說符合便是符合」，並指責這是回歸後在
香港特區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嚴重
衝擊 「一國兩制」的實施及法治精神。非常
遺憾，上述說法過度解讀和隨意延伸，無視
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 的極端特殊性和個案
性，無視憲法和國家的人大制度，無視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
關的憲制地位，無視這次人大決定的整個過
程符合國家憲制程序這一基本事實，無視人
大決定的充足法律依據和法理基礎，不符合
普通法專業精英應有的專業判斷，也有損自
身的公信力。
2014年6月11日，大律師公會在針對白
皮書的聲明中曾言辭鑿鑿地表示， 「大律師
公會認為， 『根據普通法制度，法院對成文
法和憲法在判案時作出的解釋本身就是制度
下正確的解釋』」。如果大家承認這一說法的
邏輯成立，那麼同理，按照國家憲法，根據
國家憲制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
就是制度下正確的決定。是的，香港是一個
普通法的地區，但它是在國家憲法覆蓋下的
普通法地區，香港的普通法是基於根據憲法
制定的基本法而保留下來的法律，事實一再
證明，如果只是偏頗、狹隘地以普通法解讀
人大決定和基本法，只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港澳
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

撥開迷雲 展望未來
自五年前的元旦
選產生的特首必須是
港事港心
起，香港社會矛盾日
政治忠誠的。反對派
益白熱化，同年發生
早前不願服從基本法
甘希文
「佔領中環」，預示
精神，無視 「一國」
着未來五年的動盪。
，曲解基本法，只追
這五年間爆發了 「佔
求自己理想的選舉制
中」、旺角暴亂、宣誓辱華等事件 ，拉倒港人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
。一方面是事態的升級，一方面卻 今日，如果反對派切實回歸基本法
是積極的民意在凝聚，支持政府撥 ，成為忠實的反對派，就應該主動
亂反正。這五年間，偏離基本法的 支持二十三條立法，而不是單純的
社會運動，甚至激烈的分離主義思 反對和阻撓。反對是徒然的，成熟
潮，一度達到高峰，但幾經碰壁， 的政治家未必走對每一步棋，但至
已經回落。
少不會動輒孤注一擲。如果二十三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公 條立法成功， 「泛民」爭取更理想
約數，主流民意必然返回憲法和基 的政改的可能性就顯著增加了。
本法的框架中。
從中央的角度看，二十三條立
「一地兩檢」合作方案順利獲 法成功，國家主權安全就有了保障
人大通過，顯示社會已漸漸意識到 ，反對派也等於洗白了自己。從港
憲法和基本法是 「一國兩制」的基 人的角度看，如果建制派和反對派
石，是必須攜手維護的制度。早前 就二十三條立法展開真誠的磋商，
的修改議事規則攻防戰中，反對派 最後通過立法，多少能解開一代人
瘋狂於立法會 「拉布」，建制派團 的心結，這才是 「大和解」的條件
結一致，最終修規成功。從這個角 。香港走上政改之路，實現普選，
度看，今年的元旦終於讓人鬆了一 就等於為建制、 「泛民」長期的角
力畫上句號，香港政治從此走上新
口氣。
接下來，就是進一步維護國家 台階。我們不必再被多年複述不休
安全的立法了。這是2003年大遊行 的政治話語轟炸，可以按實政理念
的導火線，由此構成了反對派十多 和成績，票選我們的代表。這也是
年來的自信心：只要動員起來，就 「一國兩制」對國家最積極的意義。
為了這個理想，建制派要有吸
能倒逼政府。某程度上，二十三條
立法爭議的背後反應的是香港最根 納多元意見的氣度，反對派也須放
本、最深層的意識形態。不論是傳 下偏執。香港政治進步的主要推力
統 「泛民」還是本土 「自決」派， ，無疑是開明建制派，但關鍵還在
他們思想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一 於溫和理性的反對派。
今年元旦，我們終於可以撥開
種恐懼、猜疑的心理。反對派近
期對 「一地兩檢」的攻擊，就是 迷雲，展望未來。這是過去五年無
法做到，而五年前也不曾思考過的
如此。
「泛民」的議題除了二十三條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在艱難中沉
，還有政改。國家安全法未立，故 澱，在風雨中屹立，可以預見一代
選舉制度必須要保障國家安全，普 政治人才的苗頭已經萌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