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將港區國安
法納入議程，啟動立法程序，在香港和國際
工商界引發廣泛關注。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
院副總理韓正昨日參加港澳全國政協委員聯
組會時表示，確立有關法例是為保護香港市
民，令做生意的人有更好營商環境、市民可
安居樂業。中央就香港維護國安立法，消除
法治上的不明朗因素，可以恢復香港良好的
法治和營商環境，增強投資經商信心；相
反，如果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法機制長
期存在漏洞，政治社會環境不穩、暴力氾
濫，任何商業資本都會對香港望而卻步。唯
有建立健全維護國安的法治機制，清除催生
暴力經濟的社會土壤，擺脫政治化干擾，
香港才能凝神聚力謀發展，解決各種深層
次矛盾，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業中心
地位。

法治健全、社會穩定，是任何商業投資活
動的決定性因素。投資者考慮是否在一個地
方長遠投資，必須評估該地方5年、10年的
投資環境，包括政治、法律環境是否穩定，

投資的項目能否長期順利運轉、獲得穩定回
報。世界多數國家地區都有國家安全立法，
成為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因素。美、英、
日、加、新加坡等國，早已訂立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國家因為國
安立法而影響投資的信心。與香港同屬「一
國」之內、隔海相望的澳門，2009年通過了
國安法，並未因此出現走資潮，外商反而加
大對澳門的投資，澳門經濟更加繁榮，根據
世界銀行公佈，2018年澳門人均GDP已超過
8 萬美元，全球排名高居第二，高過香港人
均GDP4.6萬美元將近一倍。由此可見，國安
立法對吸引投資、保障經濟發展有利無弊。

回望香港，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缺
乏天然資源，內需市場亦窄小，法治、安
定、自由是香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安身
立命之本。而正因為香港維護國安的法律短
板始終未能彌補，導致「佔中」、「旺暴」、修
例等政治風波接連不斷，並催生變本加厲的
黑暴攬炒，甚至滋生本土恐怖主義惡行。法
治安穩的大環境不復存在，這才是投資者最

擔心的。政治風波難息，黑暴攬炒愈演愈
烈，嚴重破壞了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形
象，國際權威機構連番下調香港信貸評級，
香港痛失連續保持25年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地位，被早已設立國安法的新加坡取而代
之！這正正顯示，社會動盪才是影響投資信
心的最大敵人。

沒有法治安全的大前提，投資營商成功，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於國家安全都不能
保障，法治不彰、暴力橫行的國家或地區，
所有理智的投資者都不敢也不願去冒巨大風
險，以免投資血本無歸。修例風波中，有人
不斷叫囂，香港爭取民主自由要學烏克蘭，
可他們想過沒有，有多少投資者願意投資烏
克蘭？再進一步假設，如果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漏洞不能盡快堵塞，反而越扯越大，香
港真的淪為烏克蘭，屆時還有人來香港投資
嗎？答案不言自明。

受修例風波的泛政治化影響，政治對立的
歪風滲透、污染香港經濟環境，攬炒派政治
勢力大肆鼓吹、推動「黃色經濟圈」，企圖

以「經濟獨立」為「港獨」圖謀火上澆油，
增強分離勢力的經濟籌碼。實際上，「黃色
經濟圈」加劇社會撕裂，歧視排斥內地消費
者，違反香港一向奉行的自由經濟規律，擾
亂經濟秩序，根本是暴力經濟，只會嚇走投
資者和遊客，進一步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

因此，在香港經濟面對嚴重不明朗環境的
時候，推出港區國安法適逢其時，更必不可
少。有了港區國安法，有效遏止危害國安的
行為，可以消除損害香港法治、安全的不利
因素，為香港的營商環境撥亂反正，重新提
升對國際資金、人才的吸引力。在國家安全
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一國兩制」方針
不會變，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變，
高度自治不會變，法律制度不會變，外國投
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將繼續依法得到保護，投
資者、遊客可以放心地在香港投資、娛樂、
消閒、購物；社會各界能夠排除政爭，集中
精力，解決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等深層次
矛盾，香港必將發展得越來越好。

國家安全有保障 香港營商有「錢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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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昨日上午在全國政協禮堂參加了港

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聽取了5

名香港委員和兩位澳門委員的發言。全

國政協常委林建岳、林淑儀，委員陳清

霞、吳換炎、高永文先後從各自領域圍

繞當前香港情況進行發言，並從工商、

專業角度出發，深度理解全國人大審議

港區國安法的初衷和原意。他們強調，

港區國安法可防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令香港回復穩定發展，從根本上保

障港人權益，用法治保持香港長治久

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港區委員：深度理解立法初衷
發言從工商專業角度出發 強調法治保港回復穩定

林建岳在會上談及商
界對港區國安法的看
法。他在接受媒體訪問
時表示，港區國安法可
從根本上保障港人權
益，讓特區政府可在疫
後重整香港經濟。
他表示，香港在疫後

百業蕭條，很多人失
業，失業率見歷史新
高，特區政府動用3,000
多億元救經濟。倘疫情
過後，香港社會仍然不
穩定，影響會非常深
遠，所以今次港區國安
法從根本上保障香港，
讓政府可在疫後重整香
港經濟，然後才可講到
深層次香港根本問題。

林淑儀在會上以《堅決反
對「港獨」、做好群眾教
育、促進人心回歸》為題發
言。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解釋，香港要恢復經濟
民 生 ， 首 要 是 反 對 「 港
獨」。自基本法二十三條被
一撮人妖魔化後，形成香港
出現保護國家安全的真空和
漏洞，令外部勢力能夠自由
進出從事顛覆和破壞，更滋
生出本土恐怖主義，中央今
次通過制定港區國安法，可
令香港回復穩定發展。

國安不能如「無掩鷄籠」
林淑儀在訪問中表示，香港

要改善社會民生，首先要反對
「港獨」並維護社會穩定，否

則社會亂七八糟，經濟將無法
復甦。
她指出，很多外國國家都有

制定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原
本中央是授權特區政府就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但這條法
例至今拖延了23年，甚至已被
某些人妖魔化，只要講到二十
三條就是「萬惡」，令香港在
保護國家安全方面出現真空，
變成了「無掩鷄籠」，使外部
勢力可以自由出入進行顛覆和
破壞，更滋生出本土恐怖主
義。
林淑儀相信，中央是經過深

思熟慮才做出這樣的決定，同
時評估了會受到外部勢力的反
彈，但相信不會對香港投資環
境帶來太大的影響，因為投資

者最看重的是社會穩定、資金
自由進出和投資回報，希望社
會理性地看待港區國安法，它
只是針對分裂國家、從事恐怖
活動的少數人。
她在會上發言時並指出，

香港回歸已經二十多年，但
有港人仍欠缺國民認同感，
這顯示香港教育有缺失，令
年輕人看不到國家的發展，
反而受到外部勢力的滲透和
影響，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做
好教育工作。
林淑儀還提到，香港仍有很

多深層次矛盾，特別是住屋、
打工仔收入、向上流動等問題
得不到解決，導致人心不滿並
遷怒於政府，形成社會不和諧
及反對的力量。

維護社會經濟穩定

陳清霞在會上發言時表示，回歸以來，境外敵對勢
力從未停止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嚴重破壞香港穩定，
試圖通過干擾「一國兩制」實踐搞亂香港，達到遏制
中國發展、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近年來，以美國為
首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愈來愈多愈深。在修例風
波中表現更加猖獗。
她續說，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愈來愈肆無忌憚，

影響十分惡劣，後果非常嚴重，這樣下去只會使香港
更動盪沉淪，國家安全受到更大威脅，「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遭受更嚴峻挑戰。這次由全國人大審議的港
區國安法，是香港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獨特地位的體
現，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發揮更加重要作用的表
現，有關法例非常及時、必要，我們堅決擁護、支
持。
陳清霞指出，外部勢力的干預，嚴重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其目的絕不會得逞。新冠病毒疫
情蔓延和中美關係對立加劇，外部勢力干預會變本加
厲。應採取更強有力舉措，把衝擊和影響降到最低。
她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盡快落實《決定》實施措施，
二是發揮國家強大宣傳力量，三是香港要有更多更大
作為。
她並強調，港區委員要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堅定推進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高永文在會上發言主要講解香
港在新型肺炎的抗疫經驗，及就
內地疫情通報和防護物資分配提
出建議，包括將防護衣物製造及
分配，納入國家整體重大公共衛
生應變預案。
高永文表示，香港在汲取2003

年沙士的教訓後，建立逾千張負
氣壓病床，培訓大量傳染病的專
科醫療人員，建立衛生防護中心
和應變指揮架構，以及整體市民
對新冠肺炎的防疫意識高，在今
次疫情初期盡量做測試，在未有
封城下，亦能減少疫情的規模。

他並就內地疫情通報和防護物
資分配提出建議，他說，在疫情
通報，實際我們希望能夠做得好
些，如果做得好些，也許我們能
夠更早把握黃金機會，將疫情控
制得比現在快。
高永文表示，希望能夠提升

CCDC （ 中國疾控中心）職
能，令CCDC可以充足發揮它
的專業性，又建議中央將防護
衣物製造及分配，納入國家整
體重大公共衛生應變預案，令
中央及地方政府都能較早時間
做較好協調。

吳換炎以《發揮同鄉社團作用撐
法治護香港》為題作發言。他強調，
香港不能成為外部勢力圍堵中國的基
地，不能成為敵對勢力興風作浪的戰
場，不能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堅
決支持用法治維護「一國」原則底
線，堅決支持用法治保持香港長治久
安，決不容忍香港動盪下去、沉淪下
去。
目前，香港大約有800多個同鄉社

團，在維護「一國兩制」方針，保持
香港繁榮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當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社會泛政治
化，經濟陷入實質性衰退，失業潮席
捲全港，舊題未解，新題又現，特別
是去年6月以來的修例風波，令香港
淪為「動盪之地」。
近段時間，疫情稍緩，反中亂港勢

力捲土重來，暴徒暴力還魂，「政治

病毒」有蔓延之勢，甚至出現了恐怖
主義威脅。香港局勢更加嚴峻複雜。
在香港發展最困難時刻，我們不能袖
手旁觀。要弘揚愛國愛港光榮傳統，
扮好三個角色：
一是當好「一國兩制」堅定維護

者。我們將不遺餘力守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堅決與挑戰「一國」
原則底線的敵對勢力作鬥爭。
二是當好「撐法治、護家園」的主

人翁。堅決支持用法治維護「一國」
原則底線，彰顯憲法和基本法權威；
堅決支持用法治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守護家園，還市民安寧；堅決支持用
法治保持香港長治久安，決不容忍香
港動盪下去、沉淪下去。
三是當好「中國故事」「香港故

事」的講述者，特別要講好在習近平
主席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全國人
民取得抗疫勝利的感人故事。

外力干港事
愈趨肆無忌憚

做好三角色 勿讓港沉淪

汲沙士教訓 減新冠規模

全國政協委員
陳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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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
高永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工會聯合會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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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岳

護
港
人
權
益

重
整
港
經
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