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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高鐵時代』——海學聯香港『高鐵』發展方案研討會 
 

媒體報導 

 

序號 媒體 日期 版面/網址 

1  大公報 2010-01-14 
A13 , 港聞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10/01/14/GW
-1201299.htm 

2 文匯報 2010-01-14 
A08,  重要新聞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1/14/HK10011
40010.htm 

3 成報 2010-01-14 A04 , 港聞 

4 人民网 2010-01-14 http://hm.people.com.cn/GB/10765927.html 

5 香港新浪网 2010-01-13 
http://finance.sina.com.hk/cgi-
bin/nw/show.cgi/9/2/1/2313913/1.html 

6 中国新闻网 2010-01-14 
http://www.chinanews.com.cn/ga/ga-
sszqf/news/2010/01-14/2071178.shtml 

7         中国网 2010-01-14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07news/china.
cgi?docid=6707144984560138735,24978554723
0047502,13499546874926150749,61194171431
80018226,0&server=202.108.33.201&port=6666 

8 凤凰网 2010-01-14 
http://news.ifeng.com/hongkong/201001/0114_19
_1510167.shtml 

9 搜狐 2010-01-14 
http://news.sohu.com/20100114/n269569492.s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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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A13 , 港聞 
2010-01-14 
 

海學聯支持儘快撥款  

   

【本報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明日將第三度審議高鐵

撥款，撥款申請審議一再拖延令社會廣泛關注。居港

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昨日便舉行香港高鐵發展方案研

討會，多名出席學者就已由鐵路工程演變為政治話題

的高鐵發表各自見解，會後海學聯會長閻洪代表該

會，向與會的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遞交聲明，

表明該會支持香港儘快興建高鐵的立場，並期待立法

會議員在審議中從長遠經濟效益出發考慮，以港人福

祉為依歸，儘快通過高鐵撥款議案。  

 
海學聯會長、香港理工大學物流與航運學系教授閻洪

認為，興建高鐵對本港長遠發展有極大經濟效益，現

時世界發達國家均爭相更新建設高鐵系統，東南亞國

家亦希望連接上中國內地的高鐵網路，而香港若持置

身事外的態度看待高鐵發展，意味著中國巨大的市場

網路將把號稱國際物流支柱的香港永遠排除在外。高

鐵香港段估逾六百億港元的造價成為目前焦點問題之

一，海學聯成員、理大會計與金融學院教授王永從成

本與效益角度分析認為，成本低並非判斷公共支出決

策優劣的標準，有時恰恰要求公共支出達到某一高

度，才能保證決策達到預期效果。他認為，社會對政

府決策存在反對聲音很正常，但反對聲音所需承受的

未來政治風險很小，因為若高鐵日後順利運行，享受

利益的人們便很容易忘記從前反對的聲音。  

 

出席研討會的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表示，政府

以運輸學量化方法計算，高鐵在未來五十年幫助旅客

節省的時間效益相當於八百七十億元，且港府的估算

屬保守估計，由高鐵帶來的消費、投資、酒店及旅遊

等間接經濟效益可能更大，故毋頇擔心高鐵運營虧

本。海學聯在會後向邱誠武遞交聲明表示，呼籲政府

儘快通過高鐵撥款，這將關係到香港能否受益於內地

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不被邊緣化，並呼籲各界用長遠眼

光看待高鐵等社會重大基建專案，不應拘泥于一時一

事，而從環保角度看，高鐵的碳排放量低，亦符合綠

色環保要求，對本港社會有長遠裨益。     

 

文章編號: 2010011400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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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A08,  重要新聞 
2010-01-14 
 

邱誠武：有議員「不願表決」 

   

【本報訊】(記者 羅敬文)立法會財委會將於本週五及六審議高鐵(香港段)的撥款申請，運輸及房屋

局副局長邱誠武期望有關撥款可於首日通過，並指現有問題不在於「資料不足」，而是有議員「不

願表決」。有學者以高鐵經濟效益有如政府用於教育的開支為例，呼籲議員不應糾纏于高鐵的效

益。  

 

盼首日完成撥款審議 

邱誠武昨日出席公開研討會後稱，港府提出預留 3 日審議是要讓議員有充分時間提問，若港府屆時

才提出「加時」審議易遭否決，使會議再度押後，但現仍期望撥款可於首日完成審議。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聲言提出數十個動議，邱誠武稱港府難以掌控，高鐵撥款多次被押後並非「資料

不足」，而是有議員「不願表決」。他稱，政府參考外國經驗，發現高鐵可為城市帶來 20%至

30%的經濟增長，效益無容置疑，相反高鐵總站移師元朗錦上路的效益成疑，元朗、屯門及粉嶺市

民或選擇前往福田乘搭高鐵。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金融學院助理教授王永昨

日出席研討會時稱，高鐵效益難以說清，有

如教育投資般難以估算，並指現時失業率仍

相對較高，現階段推出工程有助帶動本港經

濟。  

 

科大學者指不容再拖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副教授徐

岩表示，高鐵興建不容再拖延，專案將可減

少往返內地的時間，推動人流物流，帶動經

濟。  

 

身兼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運學系教授的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會長閻洪，昨

日代表「聯合會」發表聲明支持本港應及早

興建高鐵，否則本港未來發展將受到很大制

約，呼籲立法會議員應平衡各界利益，以港

人長遠福祉出發，及早通過高鐵撥款。他又

稱，政府應增加工程的透明度，消除公眾有

關利益輸送的疑慮。 

    

文章編號: 20100114005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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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A04 , 港聞 
2010-01-14 
 

引倫敦接駁歐陸為例 博士生挺高鐵  

   

【記者周肇堂報導】來自「八十後」、專注

研究區域管治的中文大學博士生紀緯紋，就

非常支持政府儘快興建高鐵，加速香港與內

地全面接軌。他舉例說，英國倫敦透過高速

鐵路連接歐洲大陸，鞏固其中心城市的地

位，假如香港不趁早趕搭內地的經濟快車，

遲早會被邊緣化。  

 

紀緯紋是中大地理系的博士生，他眼見內地

發展一日千里，香港卻仍停留討論在應否建

設高鐵的問題上，感到非常著急。他接受本

報訪問時表示，金融海嘯後，世界經濟重心

已由歐美轉移到亞洲及中國等新興市場，香

港必頇以更快，更環保的方法打通珠三角的

經脈，趕上內地的經濟快車。  

否則難免被邊緣化  

 

他舉例說，即使像倫敦那樣的歐洲金融中

心，亦要透過「歐洲之星」高速鐵路連接歐

亞大陸。「唔做孤島，同歐陸連接，更加可

以將佢嘅影響力沿住鐵路網路輻射開去，更

加鞏固佢作為金融中心嘅地位。」他說，為

了推動高鐵儘快上馬，早前曾與多位研究生

連署去信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向議員

表達意見，亦不排除本週五到立法會聲援支

持興建高鐵的人士。  

 

另外，一個名為「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

會」的一批專業人士，該會昨舉行高鐵研討

會，表明支持香港儘快興建高鐵。該會指內

地高鐵網路的逐步建成，如果香港不加入這

個網路，香港未來的發展必定會受到很大制

約。該會關注「80 後」一代部分人對現實的

不滿和對理想的追求，也尊重「50 後」人士對民生的需要，故希望立法會應在平衡各界利益的基

礎上，儘快通過高鐵撥款議案。 

    

文章編號: 20100114029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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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http://hm.people.com.cn/GB/10765927.html 
 

港团体政党促立法会在高铁拨款审议中向前迈进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拨款申请审议一再拖延，引起社会关注。香港不同团

体、政党继续发起行动，促请立法会在高铁拨款事项上向前迈步。 

 

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 13 日举行香港高铁发展方案研讨会，海学联代表向与会的香港特区政府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诚武递交声明，表明该会支持高铁拨款的立场，并期待立法会议员在审议中

做到以港人福祉为依归。 

 

海学联会长、香港理工大学物流与航运学系教授阎洪表示，世界发达国家目前都争相更新建设高铁

系统，东南亚国家也希望连接上中国内地的高铁网络。香港若持置身事外的态度看待高铁发展，意

味着中国巨大的市场网络将把号称国际物流支柱的香港永远排除在外。 

 

高铁香港段估逾 600 亿港元的造价是舆论焦点之一。海学联成员、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

教授王永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分析认为，成本低并非判断公共支出决策优劣的标准，有时恰恰要求公

共支出达到某一高度，才能保证决策达到预期效果。  

 

邱诚武介绍说，以运输学量化方法计算，高铁在未来 50 年帮助旅客节省的时间效益相当于 870 亿

元港币，且港府的估算属保守估计，实际效益可能更大，故毋须担心高铁运营亏本。 

 

香港民建联也于同日在立法会门外发起“支持高铁快上马 反对拖延阻发展”请愿行动，呼吁立法会

财务委员会尽快投票通过拨款，落实以西九龙为总站的高铁计划。民建联并将于 14 日在全港范围

发起“撑高铁撑香港”签名行动。(茹萦莹) 

http://hm.people.com.cn/GB/10765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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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團體政黨促立法會在高鐵撥款審議中向前邁進 

 

中新網 1 月 14 日電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撥款申請審議一再拖延，引起社會

關注。香港不同團體、政黨繼續發起行動，促請立法會在高鐵撥款事項上向前邁步。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13 日舉行香港高鐵發展方案研討會，海學聯代表向與會的香港特區政府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遞交聲明，表明該會支持高鐵撥款的立場，並期待立法會議員在審議中

做到以港人福祉為依歸。 

 

海學聯會長、香港理工大學物流與航運學系教授閻洪表示，世界發達國家目前都爭相更新建設高鐵

系統，東南亞國家也希望連接上中國內地的高鐵網絡。香港若持置身事外的態度看待高鐵發展，意

味著中國巨大的市場網絡將把號稱國際物流支柱的香港永遠排除在外。 

高鐵香港段估逾 600 億港元的造價是輿論焦點之一。海學聯成員、香港理工大學會計與金融學院

教授王永從成本與效益角度分析認為，成本低並非判斷公共支出決策優劣的標准，有時恰恰要求公

共支出達到某一高度，才能保証決策達到預期效果。 

 

邱誠武介紹說，以運輸學量化方法計算，高鐵在未來 50 年幫助旅客節省的時間效益相當於 870 億

元港幣，且港府的估算屬保守估計，實際效益可能更大，故毋頇擔心高鐵運營虧本。 

香港民建聯也于同日在立法會門外發起“支持高鐵快上馬 反對拖延阻發展”請願行動，呼籲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盡快投票通過撥款，落實以西九龍為總站的高鐵計劃。民建聯並將於 14 日在全港範圍發

起“撐高鐵撐香港”簽名行動。 

http://finance.sina.com.hk/cgi-bin/nw/show.cgi/9/2/1/23139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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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团体政党促立法会在高铁拨款审议中向前迈进 

 

中新网 1 月 14 日电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拨款申请审议一再拖延，引起社会

关注。香港不同团体、政党继续发起行动，促请立法会在高铁拨款事项上向前迈步。 

 

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 13 日举行香港高铁发展方案研讨会，海学联代表向与会的香港特区政府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诚武递交声明，表明该会支持高铁拨款的立场，并期待立法会议员在审议中

做到以港人福祉为依归。 

 

海学联会长、香港理工大学物流与航运学系教授阎洪表示，世界发达国家目前都争相更新建设高铁

系统，东南亚国家也希望连接上中国内地的高铁网络。香港若持置身事外的态度看待高铁发展，意

味着中国巨大的市场网络将把号称国际物流支柱的香港永远排除在外。 

 

高铁香港段估逾 600 亿港元的造价是舆论焦点之一。海学联成员、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

教授王永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分析认为，成本低并非判断公共支出决策优劣的标准，有时恰恰要求公

共支出达到某一高度，才能保证决策达到预期效果。  

 

邱诚武介绍说，以运输学量化方法计算，高铁在未来 50 年帮助旅客节省的时间效益相当于 870 亿

元港币，且港府的估算属保守估计，实际效益可能更大，故毋须担心高铁运营亏本。 

 

香港民建联也于同日在立法会门外发起“支持高铁快上马 反对拖延阻发展”请愿行动，呼吁立法会

财务委员会尽快投票通过拨款，落实以西九龙为总站的高铁计划。民建联并将于 14 日在全港范围

发起“撑高铁撑香港”签名行动。 

http://www.chinanews.com.cn/ga/ga-sszqf/news/2010/01-14/20711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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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学者以政府教育开支为例 呼吁尽快通过高铁议案 

 

人民网 1 月 14 日电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立法会财委会将于本周五及六审议高铁(香港段)的拨款

申请,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诚武期望有关拨款可于首日通过。有学者以高铁经济效益有如政府用

于教育的开支为例,呼吁议员不应纠缠于高铁的效益。  

 

邱诚武称,政府参考外国经验,发现高铁可为城市带来 20%至 30%的经济增长,效益无容置疑,相反高

铁总站移师元朗锦上路的效益成疑,元朗、屯门及粉岭市民或选择前往福田乘搭高铁。  

 

香港理工大学会计金融学院助理教授王永昨日出席研讨会时称,高铁效益难以说清,有如教育投资般

难以估算,并指现时失业率仍相对较高,现阶段推出工程有助带动香港经济。  

 

香港科技大学资讯与系统管理学系副教授徐岩表示,高铁兴建不容再拖延,项目将可减少往返内地的

时间,推动人流物流,带动经济。  

 

身兼香港理工大学物流及航运学系教授的"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会长阎洪,昨日代表"联合会"发

表声明支持香港应及早兴建高铁,否则香港未来发展将受到很大制约,呼吁立法会议员应平衡各界利

益,以港人长远福祉出发,及早通过高铁拨款。他又称,政府应增加工程的透明度,消除公众有关利益输

送的疑虑。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07news/china.cgi?docid=6707144984560138735,249785547230047502,13499546874926150749,6119417143180018226,0&server=202.108.33.201&port=6666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07news/china.cgi?docid=6707144984560138735,249785547230047502,13499546874926150749,6119417143180018226,0&server=202.108.33.201&port=6666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07news/china.cgi?docid=6707144984560138735,249785547230047502,13499546874926150749,6119417143180018226,0&server=202.108.33.201&port=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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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hongkong/201001/0114_19_1510167.shtml 
 

港团体政党促立法会在高铁拨款审议中向前迈进 

中新网 1 月 14 日电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拨款申请审议一再拖延，引起社会

关注。香港不同团体、政党继续发起行动，促请立法会在高铁拨款事项上向前迈步。 

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 13 日举行香港高铁发展方案研讨会，海学联代表向与会的香港特区政府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诚武递交声明，表明该会支持高铁拨款的立场，并期待立法会议员在审议中

做到以港人福祉为依归。 

海学联会长、香港理工大学物流与航运学系教授阎洪表示，世界发达国家目前都争相更新建设高铁

系统，东南亚国家也希望连接上中国内地的高铁网络。香港若持置身事外的态度看待高铁发展，意

味着中国巨大的市场网络将把号称国际物流支柱的香港永远排除在外。 

高铁香港段估逾 600 亿港元的造价是舆论焦点之一。海学联成员、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教

授王永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分析认为，成本低并非判断公共支出决策优劣的标准，有时恰恰要求公共

支出达到某一高度，才能保证决策达到预期效果。 

邱诚武介绍说，以运输学量化方法计算，高铁在未来 50 年帮助旅客节省的时间效益相当于 870 亿

元港币，且港府的估算属保守估计，实际效益可能更大，故毋须担心高铁运营亏本。 

香港民建联也于同日在立法会门外发起“支持高铁快上马 反对拖延阻发展”请愿行动，呼吁立法

会财务委员会尽快投票通过拨款，落实以西九龙为总站的高铁计划。民建联并将于 14 日在全港范

围发起“撑高铁撑香港”签名行动。 

 

http://news.ifeng.com/hongkong/201001/0114_19_15101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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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 
http://news.sohu.com/20100114/n269569492.shtml 

 

港团体政党促立法会在高铁拨款审议中向前迈进 

 

中新网 1 月 14 日电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拨款申请审议一再拖延，引起社会

关注。香港不同团体、政党继续发起行动，促请立法会在高铁拨款事项上向前迈步。 

 

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 13 日举行香港高铁发展方案研讨会，海学联代表向与会的香港特区政府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诚武递交声明，表明该会支持高铁拨款的立场，并期待立法会议员在审议中

做到以港人福祉为依归。 

 

海学联会长、香港理工大学物流与航运学系教授阎洪表示，世界发达国家目前都争相更新建设高铁

系统，东南亚国家也希望连接上中国内地的高铁网络。香港若持置身事外的态度看待高铁发展，意

味着中国巨大的市场网络将把号称国际物流支柱的香港永远排除在外。 

 

高铁香港段估逾 600 亿港元的造价是舆论焦点之一。海学联成员、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教

授王永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分析认为，成本低并非判断公共支出决策优劣的标准，有时恰恰要求公共

支出达到某一高度，才能保证决策达到预期效果。 

 

邱诚武介绍说，以运输学量化方法计算，高铁在未来 50 年帮助旅客节省的时间效益相当于 870 亿

元港币，且港府的估算属保守估计，实际效益可能更大，故毋须担心高铁运营亏本。 

 

香港民建联也于同日在立法会门外发起“支持高铁快上马 反对拖延阻发展”请愿行动，呼吁立法

会财务委员会尽快投票通过拨款，落实以西九龙为总站的高铁计划。民建联并将于 14 日在全港范

围发起“撑高铁撑香港”签名行动。 

http://news.sohu.com/20100114/n26956949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