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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on the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West Kowloon Sta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has given notice to move
the captioned motion in Appendix 1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f 25 October
2017.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ed that it be printed in the terms in which it was
handed in on the Agenda of the Council. The speech (Chinese version only)
which the Secretary will deliver when moving the motion is in Appendix 2.
2.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under Rule 29(6)(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notice of an amendment to the captioned motion must be given not
later than 5 clear days (i.e. 18 October 2017) before the day on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Council.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e for
motions not intended to have legislative effect, only one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may be moved by a Member.

(Dora WAI)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1
Motion to be put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taking forward the follow-up tasks of the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West Kowloon Sta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Regarding the arrangement for conducting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ustoms, immigration and quarantine procedures (“the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West Kowloon Station of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XRL”), this
Council supports the Government in taking forward the follow-up tasks
of the co-location arrangement pursuant to the “Three-step Process”
proposal announced on 25 July 2017, including reaching a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with the Mainland, seeking the approval and endorsement
of th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rough a decision to be mad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s well as commencing the local legislative process
thereafter, so as to meet the target of implementing the co-location
arrangement at the West Kowloon Station upon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XRL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8, with a view
to fully unleashing the transport,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XRL and maximising convenience to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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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Appendix 2
(只 備 中 文 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2017 年 10 月 25 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就特區政府提出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
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
開場發言
主席：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以期讓特區政府
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
檢」安排的後續工作。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全長 26 公里，開通後會將香港

連接至不斷擴大的國家高鐵網絡，大大縮短由香港以鐵
路往來內地各主要城市的時間。目前，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工程已完成超過九成半，目標是在 2018 年第三季通車。
廣深港高鐵除了方便民間來往、加強經濟聯繫、促進商
貿和專業交流外，還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紐的
地位，強化本港的整體競爭力。
高鐵在全球迅速發展，其中以內地的高鐵發展最為
矚目。現時國家高鐵網絡規模已突破 22 000 公里。國務
院於 2016 年批准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
，提出建設「八
縱八橫」的高鐵主通道，目標是把內地的高鐵網絡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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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至 2020 年的 30 000 公里，覆蓋八成以上的大城市；
到 2025 年，國家高鐵網絡規模更長達 38 000 公里。內地
高鐵發展一日千里，我們必須把握機遇，將香港連接上
國家高鐵網絡，通達內地各大城市，以保持香港的競爭
力和發展優勢。
就跨境高鐵而言，高效省時的通關程序對全面體現
廣深港高鐵快捷、方便優點至為重要。「一地兩檢」就是
在同一地方依序辦理兩個不同管轄區的通關程序。廣深
港高鐵西九龍站日後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乘客可以
一次過在西九龍站內完成香港和內地通關程序。離港乘
客安坐列車，就能到達國家高鐵網絡所有城市，無需再
在內地辦理通關程序。抵港乘客亦可自由選擇在國家高
鐵網絡任何一個車站登車，抵達西九龍站才辦理內地出
境和香港入境程序，不受該站是否設有通關口岸所限制，
讓乘客按行程需要，自行選擇。
特區政府明白香港社會關注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
兩檢」的安排，亦清楚了解有關安排涉及複雜的憲制、
法律及運作考慮，包括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
《基本法》，運作上實則可行，以及必須有效處理保安風
險，排除保安漏洞。我們與內地相關部門在磋商過程中，
一直密切留意立法會以及社會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今年 7 月，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就落實「一地
兩檢」
《合作安排》的框架內容取得共識後，隨即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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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5 日向行政會議匯報。在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同意推展「三步走」建議後，特區政府在同日下午
作出公布，務求盡快向公眾交代方案，展開社會討論。
雖然「一地兩檢」方案公布時正值立法會休會期間，
政務司司長於同日主動致函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表
達特區政府對立法會的尊重，提出律政司司長、保安局
局長和我本人樂意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向議員闡
述有關方案。其後經立法會秘書處安排，立法會於 8 月
休會期間先後安排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以及交通事務
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聯
席會議，而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和我亦出席上述會
議，回應議員的提問。此外，袁司長、李局長和我亦在
過去三個月內出席多項公開活動，包括電台和電視台訪
問，講述「一地兩檢」的安排和聆聽市民的意見。
為了加強市民對「一地兩檢」通關安排的了解，特
區政府亦透過多種渠道向市民介紹政府的建議。我們除
了在各區派發宣傳小冊子和單張並張貼海報外，亦在電
台、電視台和政府場地播放宣傳聲帶和短片，以及透過
面書發布資訊，向公眾介紹「一地兩檢」安排，有關資
料已上載到政府新聞網和運輸及房屋局的網頁，供公眾
參考。我們亦委託港鐵公司製作電視宣傳片以及在各區
進行巡迴展覽，並安排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包括早前
10 月 7 日及 8 日的石崗列車停放處開放日，讓公眾加深
了解廣深港高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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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數個月來的溝通工作，特區政府留意到香港社
會各界就「一地兩檢」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不同的政黨、
商會和民間組織先後就「一地兩檢」進行民意調查。調
查結果反映較多市民支持於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
的通關安排。
我們亦留意到社會上對「一地兩檢」有不同的聲音，
例如部分人士曾舉辦論壇，提出「兩地兩檢」、內地進行
「一地兩檢」、「車上檢」等構思。事實上，特區政府和
中央有關部門過去數年曾就廣深港高鐵的通關程序探討
過多個不同的方案，包括上述提及的構思。由於有關構
思已歸納於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之內，故此並
無新意，既不切實際，也不符合效益，亦不能發揮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便捷通達全國各地的優勢。總括而言，在
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對香港長遠發展，
以至對乘客帶來快捷、省時和方便的出行選擇都是最佳
方案。無論如何，特區政府會小心考慮社會人士提出的
關注，並於日後推展「一地兩檢」工作時作適當的跟進，
以釋除公眾不必要的疑慮。
我們提出是次議案，旨在讓議員於立法會復會後再
就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進行討論，
並希望得到立法會的支持，以便特區政府正式展開「三
步走」的程序，推展相關的後續工作，包括與內地達成
《合作安排》
，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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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予以批准及確認，然後展開本地立法工作，以達致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在 2018 年第三季通車時可在西九龍站實
施「一地兩檢」的目標，以發揮廣深港高鐵最大的運輸、
社會和經濟效益，為乘客帶來最大的便利。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是香港未來發展的策略性基建
項目。我們期望廣深港高鐵可為香港市民節省出行時間、
擴大事業發展及生活空間，為我們及下一代帶來廣闊的
機遇，亦同時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商務、文化、學術、
以至社會服務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開拓新領域，
攜手應對新挑戰。特區政府相信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
兩檢」是務實和必須的方案，期望可以得到議會以及社
會的支持，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連繫更遠，成就更多可
能。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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