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責任編輯：曲 直

20202020年年55月月262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

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

大
西
北
港
區
委
員
社
團
代
表
爭
當「
宣
傳
員
」

香港文匯報訊 陝西、甘肅、寧夏、
青海、新疆、內蒙古六省區的港區政協
委員和在港社團代表昨日在港舉行座談
會，圍繞建立、健全港區國安法和執行
機制暢所欲言。大家一致表示，對香港
而言，立法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作為各
省區的政協委員和在港社團的代表，更
應身先士卒，向本港市民做好解釋溝通
工作。
會議由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

席、香港陝西聯誼會主席鄭翔玲主持。
她表示，港區國安法立法事關大多數香
港市民的福祉，更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西
北六省區雖然在港的鄉親人數不多，但
支持立法同樣肩負重任、義不容辭。
隨後，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古、

青海、新疆六省區政協委員和社團負責
人先後發言。他們指出，中央及時出手
推出港區國安法，目的是為了及時止暴
治亂、恢復社會秩序，保護絕大多數港
人的合法權益，防範和打擊的只是極少
數破壞國家安全、損害民族利益的行為
和西方勢力的干預。作為政協委員和社
團骨幹，大家應當做好「宣傳員」、
「講解員」，從身邊的家人、朋友、員
工做起，主動向香港市民宣傳立法的重
要意義，戳破反對派的謊言，解除他們
不必要的顧慮。
經濟金融界的代表也指出，目前香港

經濟對內地的依賴度遠遠大於對歐美。
雖然美國叫囂要制裁香港，但相信有了
祖國的堅強後盾，香港的經濟波動只是
暫時，長遠來看，一定會持續向好。

前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副總理韓正參加香港代表團審

議時，希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積極

宣傳解讀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帶頭

維護「一國兩制」和憲法基本法權威，又指中央會全力

以赴幫助香港解決深層次問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以及

香港各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現時市

民受攬炒派關於立法及其他方面的惡意宣傳過多，應駁

斥攬炒派蠱惑人心的說法，消除市民擔心，並應讓市民

了解港區國安法除了是彌補香港在國安方面的漏洞，更

是一條維護香港市民利益的法例。現只有通過訂立港區

國安法使社會恢復安定，社會深層次問題才能逐步解

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委員籲港人挺立法抗外力

中央全力以赴 解港深層問題
韓正重視港民生 各界提建議盼助發展

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上月處理將軍澳所謂「連
儂牆」的斬人案，在判詞中對主動自首的被告表
示同情，遭到攬炒派、大狀黨的口誅筆伐。昨
日，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表聲明，指已與郭偉
健法官傾談，並提醒郭官在履行其司法職責時，
須避免在公開場合，包括於判詞中發表任何政
見，因而給人偏頗的觀感。郭官更被認為暫時不

應審理任何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
有法律界老友替郭官不值，對自明話：「法官保

持中立、不介入政治的傳統和原則的確要堅守，不
過要一視同仁。認同、同情『藍絲』的法官就要嚴
肅跟進，不准再審同類案件，好似犯天條；不過，
以往撐『黃絲』的法官多的是，修例風波中有法官
聯署反政府，都僅僅被司法機構勸喻；有法官更在
判詞中讚『公民抗命』的違法者『理想崇高』，這
不是政治表態是什麼？為何不見這些法官受訓示。
法治最講公平公正，看來要先從法庭自己做起，不
要厚此薄彼，不能分『黃藍』。」

法律界老友指出：「大家應該記得，『佔中』事
件，黃之鋒等人衝擊政總東翼前地案，2016年區域
法院判黃之鋒等人社會服務令。主審法官在判詞形
容，年輕人想法可貴之處是較純真，卻可能因此較

衝動。三人因表達意見及關心社會而犯法，應該寬
容及理解。『佔中』是政治事件應該毫無爭議，黃
之鋒等人帶頭搞所謂『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法官形容他們『為表達意見』『關心社會而
犯法』，這難道不是在表達法官自己的政治觀點？
怎麼當年不見司法機構找這位主審法官傾偈，提點
一下法官不要隨意發表政見？」

「去年修例風波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有三位
匿名法官接受路透社訪問，表明反對政府修例，
路透社仲話這三位香港最資深法官聲言，『香港
的司法獨立現正受到威脅』；有人在報章刊登題
為要求撤回『引渡惡法』的聯署聲明，當中有一
名聯署人與本港法官同名同姓，其後司法機構承
認有法官參與是次聯署，司法機構發言人當時
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與該法官討論，

並提醒將來應避免同類事情發生。這些撐反修例
的法官高調表達政見，沒有受到什麼處分，為何
這次郭官就鬧得滿城風雨，還要受到馬官特別對
待呢？」法律界老友質問。

法律界老友表示：「如果說要確保法庭獨立判
案，法官應保持政治中立，對政治事件能免則
免，這個原則大家都認同，法律界同行尤其認為
要堅守。不過，堅守不捲入政治的原則，所有法
官都一樣，犯規的法官亦要受到同樣處理。若只
是郭官受罰，而其
他曾高調在社會議
題發聲的法官卻無
事，司法機構這樣
處事，好難讓公眾
釋懷。」

處理法官表達意見 要一視同仁不分「黃藍」

盧文端：立法助社會穩定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

文端表示，宣傳中需要讓市民真正了解國
家是在充分理據的情況下，而且依照國際
慣例訂立港區國安法，相信大部分守法和
希望安居樂業的市民，定能理解國家的做
法。他又說，現只有通過訂立港區國安法
使社會恢復安定，社會深層次問題才能逐
步解決。

吳秋北：消除市民擔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身為人
大代表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就有責任和
市民講清楚相關立法原意和影響，駁斥攬
炒派蠱惑人心的說法，消除市民擔心。

他對中央能看到香港面臨的深層次矛
盾，並表示會伸出援手感到非常鼓舞，認
為若中央未來能撥地給香港，必會對解決
香港住房等問題提供非常大的幫助。

陳振彬：有利商業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振彬指，返港後會
積極向商界闡釋相關立法不會令正常的商
業行為受到不良影響，中央訂立港區國安
法是希望香港穩定，而任何的商業投資都
需要能遇見的穩定環境，這將有利於商業
發展。

何漢權倡政府向教界宣傳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教界有責任推廣

國家安全教育，讓大家知道國家安全等於

是香港的安全。他建議，教育局、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等負責青年工作的特區政府部
門，要聯合出信給所有的辦學團體、校
長、老師，解釋港區國安法的意義和重要
性，並製作簡短的、深入淺出的問答形式
資料派發給老師、家長、學生。

馬恩國：勿被外力誤導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表示，
會用符合港人習慣的方式，設身處地考慮
市民疑惑，通過不同的講座、發布會、公
開發表文章幫助廣大市民理解港區國安
法，讓市民不被外國勢力等誤導。
他又指，對中央表示會就香港深層次矛

盾問題伸出援手，感到很鼓舞，香港經濟
進入衰退，愛國愛港的老百姓，需要中央

的政策支持，才能有安居樂業的生活。

傅健慈：法律界多推廣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指，訂立港區國安法的
消息發出後，攬炒派又開始顛倒是非黑
白，拋出等同「一國一制」等沒有法律基
礎的謬論，法律界會加強教育推廣，向市
民闡述正確的法律觀點，香港訂立港區國
安法，除了彌補國家安全漏洞，對完善香
港法治亦有好處。

陳永棋：制定港式宣傳
香港友好協進會永遠榮譽會長陳永棋認

為，兩會結束後，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
員都應該團結各方力量，使用適合港人意

識形態的方式大力宣傳港區國安法。
他指，現時市民受反對派關於立法及其
他方面的惡意宣傳過多，應讓市民明白國
安法在眾多西方國家都被訂立，如果不做
損害國家的事，完全不用擔心會令自由和
人權受到影響。

陳南坡：維護市民利益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陳南坡指，在
香港大力宣傳港區國安法十分重要，香港
市民在黑暴、攬炒的威脅下生活了快一
年，很多都是敢怒不敢言，由中央出手訂
立港區國安法是及時也是得民心的舉措。
在宣傳期間，應讓市民了解港區國安法除
了是彌補香港在國安方面的漏洞，更是一
條維護香港市民利益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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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王
玨、任芳頡、凱雷 兩會報道）全國
人大昨日繼續審議港區國安法。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指出，香港反對派勾結
外部勢力大肆破壞香港法制，黑暴與
攬炒成為香港社會的政治病毒，是
「一國兩制」的大敵，解決香港在維
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突出問題勢在必
行，呼籲香港廣大市民為共同福祉支
持這次國家立法，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聲明支持訂立港區國安法
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全體閩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包
括全國政協常委許榮茂、吳良好、周
安達源，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黃志祥，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
會副主任施榮懷，委員吳換炎、李賢
義等，在駐地華彬酒店宣讀了支持人
大常委會對港區國安法立法的聲明，
對港區國安法表示堅決支持和擁護，
呼籲香港廣大市民為共同福祉支持這
次國家立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聲明指出，修例風波以來，香港反
對派勾結外部勢力，大肆破壞香港法
制，嚴重損害經濟民生，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國家安全遭
受嚴重威脅，相關法律缺失的情況
下，由中央出手，解決香港在維護國

家安全方面的突出問題勢在必行。聲
明強調，就港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
主義及外國干預等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對絕大多數守法市民的權利和自
由，不會有任何影響。

簡松年：中央助港解困局
另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繼續就港區國安法
踴躍發聲。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表
示，香港現時充斥暴力、恐怖活動，
危害國家及香港安全，令市民的財產
及個人安全未能得到應有的保障，所
以需要立法去建立一個健全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今次安排正是為了
香港能夠長治久安。中央亦指要解決
深層次問題才能令香港社會安定，說
明中央希望就香港問題對症下藥，協
助香港走出困局，重新出發，呼籲廣
大香港市民都應該支持立法。

劉與量：及時有效除黑暴
全國政協委員劉與量指，香港回歸

23年來，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遭遇重
重阻擾，拖延至今未成。2014年違法
「佔中」、2016年旺角暴亂、2019年
修例風波，「港獨」分子日益猖狂，黑
暴與攬炒成為香港社會的政治病毒，是
「一國兩制」的大敵。人大提出審議港
區國安法，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可以

有效清理黑暴和「港獨」分子，切斷
反對派與外國勢力之間的勾結。

詹洪良：守法市民不影響
全國政協委員詹洪良指，今次人大

決定訂立港區國安法只會針對及嚴懲
極少部分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而不會
影響香港普羅大眾的各項權利及自
由，反之這些權利及自由均會繼續受
到保障。同時，中央希望通過立法可
以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中央並會支
持香港解決房屋問題等深層次矛盾，
好讓香港市民能夠安居樂業。

朱鼎健：讓港走出新天地
全國政協委員朱鼎健表示，自從修

例風波以來，香港社會和市民都深受
影響。盡快恢復秩序，讓香港重新出

發是所有以香港為家的市民的共同心
願。經歷過風波後，可以說，只有完
備的立法保障，香港才能真正重新出
發，市民的根本福祉才可以安定，
「我們也都期待，香港可以盡快走出
一個新的發展天地。」

洪明基：續做好青年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洪明基表示，國家安

全是重中之重，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有力法律保障，是及時堵塞國家安全
漏洞的做法。港區國安法立法只是第
一步，接下來，要以價值觀引領，結
合賦能青年人發展的經濟模式，讓香
港青年融入到國家發展中來，通過組
織覆蓋、思想覆蓋和工作覆蓋引導他
們人心回歸。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全體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發表共同聲明。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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