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㨵弘毅表示，現時特區政府“一
地兩檢”方案傾向“三步

走”，而“三步走”的第一個階段就
是政府可運用自治權力，以互惠條
件的方式與內地部門簽訂合作協
議，繼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
港立法機關為特區政府本來無權處
理的問題立法，亦即是香港立法讓內
地的執法人員在被視為香港範圍外的
“內地口岸區”執法。他強調，該協
議簽訂與否由特區政府自己決定，
“無人強迫香港去簽呢個協議，同內
地去合作做‘一地兩檢’”，故認為
“協議本身反映香港嘅高度自治”，
“一地兩檢”的安排符合香港基本
法。
對於反對派擔心在香港市中

心的西九龍總站設立“內地口岸
區”，特區邊界未改但“內地口
岸區”被視作香港以外範圍，由
內地人員執行內地法規，此例一
開，會成為香港高度自治被逐步
“蠶食”的“先例”，陳弘毅回
應，中央政府於深圳灣出入境口
岸設立前，曾經根據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條，由中央授權香港立
法，容許香港人員在設於內地的
“香港口岸區”，由香港警察及
入境處人員執行香港法例，但中
央政府也不擔心內地會有越來越
多地方劃歸香港管轄。
他表示，2006 年人大決定深
圳灣口岸實施香港法律，深圳灣
屬於深圳地界，但法律上將該地

區視為香港範圍以內；如今在香
港西九龍設立“內地口岸區”，
與 2006 年的方案同理，屬對等的
安排。陳弘毅又指出，“一地兩
檢”不過是同一個地方實施兩個地
方的出入境和通關檢查，而出入境
大部分程序都屬於機械性，屬於正
常過關程序，無須太多的法律適用
問題。“並唔係要行使咩權力執
法，對於正常過關程序，無太多所
謂法律適用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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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社會應該從高鐵效益
與乘客角度出發考慮。如果高鐵旅
客到了深圳，還要再排隊檢查，然
後再乘搭高鐵去內地其他地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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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深圳就會取代香港成為高鐵運輸
中心，旅客可能會繞過香港，直接
到深圳乘搭高鐵，這樣一來，高鐵
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就非常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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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說，現時內地高鐵網絡
長達兩萬多公里，預計 2020
年將發展至 3 萬公里，如果香
港未能加入高鐵網，將會被
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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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派千方百計抹黑“一地兩檢”，香
港特區政府則繼續盡力向社會各界講
解 有 關 議 題 。 7 月 31 日 全 體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守成員，獲安排到高鐵香港段西
九總站的工地參觀，了解工程進度。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7
月 31 日強調，“一地兩檢”是讓高鐵發
揮最大效益的一種通關安排，若沒有
“一地兩檢”，高鐵只會淪為稍快一點
的直通車，得物而無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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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 7 月 31 日在 facebook 上載參觀
西九總站的圖片。他表示，現場所見，工
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外形及設計亦甚
具地標性，可以預見，將來該站必然會
成為西九龍的心臟地帶，並大大方便市

民和旅客。他指
出，高鐵香港段雖
然 只 有 26 公 里 ，
但可與全國 22,000
公里的高鐵網連
接，一直伸展至中
亞地區，甚至將來
可望連接到東盟國
家，鞏固香港作為
ƹើڍ㠣ソ╟劽ğӟ
區域交通樞紐的地
ஊݓᨔĠᚰ⍗ᓷ㴨㥑
位，增強香港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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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俱備，只欠東
風，只要“一地兩檢”方案通過，香港即
將駛入高鐵時代，大珠三角“一小時生活
圈”指日可待。
他強調，高鐵在明年第三季通車後，
將會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包括創造近一萬個職位，並
促進商貿和專業等不同界別
的交流。同時，“一地兩
檢”能否落實，是高鐵的效益所在，也是
香港能否在鄰近地區競爭中急起直追的重
要一環，而社會主流意見均希望盡快落實
及解決“一地兩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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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現時社會太多陰謀論，公
眾應以全面、求真態度看待“一地兩
檢”。情況一如回歸前，有反對派人士
包括資深法律界人士，亦曾擔心“解放
軍橫行無忌，掛上軍區車牌橫衝直
撞”，結果回歸 20 年來，駐港部隊嚴格
遵守特區法律。他強調，“靠嚇、抹黑
無助解決問題，我希望反對派不要危言
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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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段預計明年第三季開通，旅遊業界對高
鐵實施“一地兩檢”表示歡迎，相信可縮短
旅客赴港所需時間，對旅客而言有相當吸引
力。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直言，如
以目前每日有 300 訪港團計算，至少一半將
轉搭高鐵赴港，因此，他認為政府現時評估
的高鐵乘客量，似乎低估內地乘客和訪港旅
行團的客量。
蒂旅（亞洲）集團旅遊部總監林隆斌表
示，“一地兩檢”對香港有利，如果不實施
“一地兩檢”，旅客需要先在深圳出境，再
在西九口岸入境，與現時做法並無分別，無
法便利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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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車，港鐵主席馬時亨表示，
港鐵希望在年底前與政府就高
鐵的營運達成協議，將會與政
府討論協議細節。他又指，高
鐵營運費每月 8,000 萬元（港
元，下同）屬估算，不排除有
調整，但強調若高鐵因為“一
地兩檢”未獲立法會通過而無
法通車，將會造成公帑損失。
馬時亨 7 月 31 日出席公開
活動時表示，若明年暑假前立
法會未能完成“一地兩檢”的
本地立法，高鐵將無法在 9 月
通車，形容是“蘇州過後無車
搭”，估計每月涉及的營運費
用約 8,000 萬元，成本包括車
站營運、維修保養和僱員支薪
等。他表示，港鐵有信心高鐵
在明年 9 月通車，但“一地兩
檢”能否通過就要拭目以待。
馬時亨指出，高鐵通車
後，可以在 9 小時內由香港到
達北京，相比飛機常遇上空
管和天氣問題，高鐵會較準
時；高鐵亦便利專業人士到
其他地區工作，帶來商機。

馬時亨並強調，沒有“一
地兩檢”的高鐵，只算是快一
點的直通火車，“咁使乜 800
幾億去起？”如果有更多人支
持“一地兩檢”，相信立法會
的民選議員都需要顧及民意。
他透露，港鐵已邀請立法會議
員於周三參觀高鐵西九站，港
鐵未來亦會再做宣傳，全面解
釋高鐵的好處。
對於有傳媒引述立法會
文件指營運費用只是 6,000 多
萬元，馬時亨指 8,000 萬元只
是預算，有調整空間。他認
為，即使有誤差，費用仍是
數以千萬計，他不想爭拗。
他更指，如果高鐵無法通
車，有可能要解僱編制內部
分員工以減少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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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時亨又說，港鐵仍與政
府商討營運協議，包括拆賬形
式等，希望可以在年底前達成
協議，預留 9 個月時間籌備通
車安排，從港鐵立場上，最簡
單的拆賬形式是“成本加一個
費用”，港鐵會採取開放態
度，達成雙贏方案。
他又說，提出 8,000 萬元
營運費用，並非對政府“開天
殺價”，他稱港鐵做事是“實
事求是”，不存在“陰謀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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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指，旗下旅行社的內地訪港團按年
增長約一成，目前每日約有 300 團內地旅客
赴港，當中八成會經深圳赴港，由於交通時
間較長，旅行社都會安排旅客在深圳住一
晚，將來“一地兩檢”實施後，料會有一半
旅行團轉以高鐵赴港。

中國旅行社廣州分社副總經理張曙光表
示，香港是內地旅客出境旅遊首選，或會經
香港到外地旅遊，如果香港高鐵通車，高鐵
沿線城市的旅客可以較短時間直達香港市中
心，對港澳線旅行團相當重要，香港將重新
成為最受歡迎旅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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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續指，雖然旅行團轉搭高鐵赴港會令
成本上升，估計團費將增加約 15%，升幅不
算太大，但相信高鐵開通後，個人遊旅客量
將大幅上升，不但對沿線城市的旅客具相當
吸引力，更會吸引內蒙古、新疆等交通相對
不方便地區的旅客。

7 月 31 日隨旅行團赴港的內地旅客羅小
姐指，可能暑假是旅遊旺季，排隊過關時輪
候時間長，縮短了到著名景點的遊覽時間。
她續稱，如將來高鐵香港段開通後，她可以
從內地直接搭高鐵赴港，更可以節省出入境
時間，增加參觀景點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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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專欄】 房屋購買和房屋貸款的問與答
對於第一次購買房屋的大眾來說，對
於整個房屋購買的流程和手續通常都有許
多問題。本期的專欄中，我們對常見的問
題進行的匯總，並請資深房屋貸款經理
Monica Zhang為我們讀者的疑問進行了逐一
解答，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朋友。

3. 問：我和我太太想一起買房。但是我
太太一直沒有上班。貸款應該怎麼辦？
答：您這種情況貸款人不需要寫太太
，因為她沒有收入來源所以對貸款意義不
大。但是房產證上可以寫夫妻雙方的名字
。

1. 問：如果打算貸款買房， 應該先聯繫
地產仲介還是貸款？
答：一般的地產仲介都會需要您有貸
款銀行的預批信，並會在預批額度範圍內
帶您選擇房源。所以應該先聯繫貸款銀行
。

4. 問：我在加州有房產，但是現在由於
工作原因搬到中部。 如果這邊買房子還能
算作自住嗎？
答：如果是工作原因搬到有一定距離
的外州。買房還是可以算作自住。

2. 問：張小姐您好，我是這邊的研究生
，剛剛畢業，有工卡，還在申請工作簽證
的過程中。剛在錄用我的公司上班了一個
月。我這種情況可以做貸款嗎？
答：您好。如果您的工卡還有半年以
上的有效期，並可以提供學校的材料以及
新工作的聘書，是可以做房屋貸款的。貸
款的其他條件（包括信用分數，收入和債
務比例等）和美國公民一樣也需要滿足。
歡迎你來電具體諮詢。

5. 問：現在的利率是多少？
答：不同的房屋貸款類型的利率不同
。房產類型（公寓，獨棟別墅等），房產
用途（自住或投資）、貸款人的信用分數
以及月收入和債務比例等因素都會影響到
利率。歡迎您電話詳細諮詢。
6. 問：貸款買房的話，首付可以用現金
付嗎？
答：房貸過程中，銀行會對您的資金
來源進行核實。由於現金的來源無法查實

，所以通常情況下首付以及買房的手續費
必須要從銀行帳戶中取得，並需要貸款人
提交銀行月結單進行來源核實。
7. 問：父母從國內做國際匯款給我作為
買房的首付款，這樣可以嗎？
答：可以。 境外匯款如果在提供的月
結單上出現入帳記錄，需要父母提供境外
匯款底單等材料進行核實。
8. 問：我十五年前買了一棟房子，現在
貸款基本已經還完。目前投資需要現金，
可以用房子做抵押嗎？
答：可以。根據房子的價值以及您的
月收入債務情況，可以為您做再融資
(refinance)貸款。
9. 問：貸款大概需要多久？
答：通常房屋貸款從遞交購買合同開
始需要25-35天的時間。
【下期：淺談房地產再融資】

Monica Zhang
資深房屋貸款經理

代理多家銀行利率
歡迎垂詢
Tel: (913)643-8045
Cell: (573)825-8614
Fax: (913)643-8046
Email: mzhang@mloaus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