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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高票表決通過了

制定港區國安立法的決定，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日在北

角會所主會場舉行「百萬閩

籍鄉親撐國安立法宣誓大

會」，並聯同全港20個分會

場，動員全港閩籍人士全力

支持國安立法。大會上，聯

會主要負責人、各鄉會、分

會、婦女、青年代表就推動

在港百萬鄉親堅決支持制訂

港區國安法作出了積極的表

態，相信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與實施，必定能為香港的長

治久安注入信心和動力，香

港必定能夠在背靠祖國、面

向世界的更大格局中再創輝

煌。聯會未來還將全力配合

和支持相關法案的頒布與實

施。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現屆和歷屆領袖包括吳
良好、吳換炎、林樹哲、林廣兆、施子

清、盧文端、周安達源、林銘森、陳金烈等
出席宣誓大會。閩籍全國人大代表包括王庭
聰、陳亨利、洪為民、顏寶鈴、吳秋北、陳
勇、蔡毅及全國政協委員施清流、蔡黃玲
玲、劉與量等均現身支持。

吳良好：四點說明立法需要
全國政協常委、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表

示，全國人大決定從國家層面進行涉港國安
立法是合理合法的。一、國安是中央事權；
二、立法護國安是香港特區的義務和責任；
三、立法有助遏制香港的亂象；四、立法是
對西方利用香港遏制中國的正當防衛。早
前，全港有292萬市民簽名支持港區國安法立
法，已說明了立法是民心思安，萬眾期待。

吳換炎：中央依兩法履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聯會主席吳換炎指，香港

回歸23年來，特區政府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的立法工作停滯不前，令國家安全存在極
大風險，特別自去年6月開始，香港的反中亂
港分子和政治團體與美國政治勢力、「台
獨」勢力互相勾結，打砸搶燒，到了無法無
天的地步，今次中央果斷出手立法，是依據
憲法和基本法行使憲制責任。

施清流：僅針對危害國安者
全國政協委員、聯會副主席施清流說，港

區國安法針對的就是極少數涉嫌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分子，同時切實保障香港市民的生
命財產安全，以及社會的經濟繁榮與長遠穩
定，所以港區國安立法是理所當然。有關立

法更展現了中央政府對維護國家安全、維護
香港大局穩定、維護香港同胞福祉的決心和
意志是堅定不移。

施榮忻：彌補多年法律不足
全國青聯副主席、聯會副主席施榮忻認
為，中央是基於香港局勢實際所需而作出今
次慎重決定，及時為香港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作出了關鍵而重要的決策，有效地彌補香
港多年來在維護國安法律上的不足。

林潞盼正確向公眾解讀推廣
聯會副主席林潞指，受累於去年的持續暴

亂，香港的經濟、民生及國際聲譽均受到嚴
重影響，當下全國人大的立法決定是為香港
今後的社會安寧、長治久安提供了堅實的安
全保障，絕對是順應民意，勢所必行；希望

香港各界能正確向公眾解讀、教育及推廣維
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林智彬料快速有效撥亂反正
全國青聯委員、聯會副主席林智彬表示，

近年「港獨」勢力萌芽，攬炒成風，違法暴
力行為愈演愈烈，同時議會亦無法正常運
作，在這特殊情況下，全國人大的立法決定
不單有利於國家及香港的長遠發展，更可快
速及有效地令香港撥亂反正，為國內外投資
者增添強勁信心，呼籲年輕一代都應支持立
法。
在宣誓大會上，聯會各位首長聯同全場人

士共同宣讀撐港區國安法宣言：「百萬鄉親
支持立法，國安立法長治久安；國安立法香
港繁榮，香港穩定國家富強。」眾人振臂高
呼，齊心堅定，氣氛高漲。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於北角會所主會場舉行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於北角會所主會場舉行「「百萬百萬
閩籍鄉親撐國安立法宣誓大會閩籍鄉親撐國安立法宣誓大會」。」。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福建社聯百萬鄉親撐立法
北角主場與20分場同步宣誓 承諾全力配合法案頒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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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
國多名國會議員批評滙豐控股和渣打
集團表態支持港區國安法，香港政商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兩間銀行在港擁有龐大的投資，
對香港實際情況及投資經營環境十分
熟悉，在經歷持續一年的黑暴後，支
持立法是自然而然的。外國反華政客
不應說三道四，企圖以政治手段影響
經濟活動。
根據彭博社報道稱，英國自由民主
黨議員、國會香港小組主席卡邁克爾
對滙豐支持港區國安法「感到震
驚」，並點名批評滙豐亞太區行政總
裁王冬勝「支持削弱香港自由和自治
的法案」，並去信滙豐行政總裁祈耀

年，稱王冬勝的行動已引起英國下議
院「重大關注」，並對滙豐與「破壞
規則和秩序者結盟」感到擔憂云云。
英國保守黨下議院領袖莫格則在社

交網站質疑滙豐及渣打「是否已失去
社會責任」；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委
員之一、保守黨的卡恩斯則聲言，會
傳召滙豐及渣打管理層向國會解釋。

陳健波：不應干預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表示，外
國的國會議員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更不應企圖透過影響香港金融機
構達到某些政治目的。滙豐及渣打在
港擁有龐大業務，必定會考慮當地的
實際情況，才作出最符合公司整體利

益的決定。

陳振英：不熟港情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滙
豐及渣打銀行作為香港的發鈔銀行，
業務相當廣泛，對香港實際情況亦相
當熟悉，去年更與港人一起經歷黑暴
事件，知道設立港區國安法的必要
性，明白港區國安法有助社會穩定，
重塑有利於營商及業務發展的環境。
他質疑英國的國會議員根本不了解香
港實際情況，不應干預香港事務。

許華傑批「踩過界」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認

為，作為一個金融系統，最重要是對客

戶及股東負責，港區國安法立法將有助
香港社會穩定，讓投資及業務得到保障
和盡快振興香港經濟是當務之急，英國
的國會議員以外人身份對香港事務指指
點點，完全是「踩過界」。

港政界反駁英政客 亂批滙豐渣打表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日前聲言

要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近日接受《彭博》專訪時，被問及如
何應對美國針對香港實施制裁的威脅。他說，特
區政府已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並會評估影響以及
可以採取的選擇方案，但目前不便透露細節。
陳茂波在訪問中指出，雖然中美關係持續緊

張，香港和美國的關係亦正發生變化，但雙方經
濟聯繫牢固，目前只是「調整」中而非「脫
鈎」，相信雙方未來會維持雙邊互惠互利的關
係，不會漸行漸遠。
對有人指美國取消對港的特殊待遇或影響港元

自由兌換美元，他認為目前毋須重新審視匯率掛
鈎系統，香港將堅決捍衛聯繫匯率，中央政府亦
會一同支持。
陳茂波重申，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有利，且其他

國際金融中心都設有國安法，並無影響普通營商
人士。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決定後，
香港商界的反應亦普遍正面，未有明顯的資金外
流。
他還說，香港經濟有望第四季復甦，特區政府

目前正努力落實早前宣布的各項經濟刺激措施，
但現時樓市供應仍十分緊張，不宜放寬樓市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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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又一位商界大亨發聲支
持港區國安法立法。中電及大酒店董事局主席米高．嘉道
理昨日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訪問時稱，對中央頒布港
區國安法很有信心，這能助力香港穩定、繁榮發展。
修例風波持續已久，米高．嘉道理稱，他對香港缺乏和

諧感到很沮喪，並相信在「一國兩制」下，只有穩定社會
及政治環境，才能讓香港繼續吸引全世界的投資和生意。
他認為所有國家都有主權權利及義務，採取必要的措施以
保障國家安全。
他補充，藉着頒布適當的法律，加上香港人的「獅子山

精神」，香港在未來幾十年中定能繼續發展壯大，並建議
政府在這個「不確定的時期」，向公眾解釋維護國家安全
的原意，紓緩公眾的「恐懼」，爭取他們的支持。

米高嘉道理挺立法
稱對中央有信心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5日，廣州市政協十三屆四次
會議在穗開幕，廣州市政協主席劉悅
倫在作政協工作報告時指出，今年將
引導市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
作用」，堅定支持從國家層面建立健
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旗幟鮮明支持特區政府
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將引導港澳委員發揮作用
劉悅倫在報告中指出，過去一年，
廣州市政協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曾5次走訪港澳委員，及
時向港澳委員通報中央有關精神和市

委重大工作安排。深化與港澳同胞聯
繫，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接
待「香港中學生閃遊大灣區」等港澳
青年來穗交流團1,500餘人。同時，
推動穗港澳科技創新合作，積極助力
港澳繁榮穩定。
今年的廣州市政協工作報告對支

持港澳工作亦多有着墨。劉悅倫在
報告中表示，今年將引導市政協港
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在
內地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發揮積極
作用，在港澳地區為維護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用），
堅定支持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旗幟鮮明支持特區政府和
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促進港澳青年來穗
學習、工作生活，推動穗港澳三地
交流合作、融合發展。

梁福元倡三地青年增交流
在大會上，圍繞穗港澳合作，來自
三地的委員建言獻策。廣州市政協委
員、香港元朗大棠荔枝山莊董事、元
朗區議會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主席
梁福元在提案中表示，部分香港青少
年對歷史文化認知不足、對國情不了
解。為此，他建議廣州市舉辦「穗港
澳青少年交流活動」，幫助香港青少

年更深入認識國家，並體驗到穗港澳
相互交融的珍貴價值。可制定「穗港
澳學生及青少年交流戰略」，設立短
期學習、持續跨境進修或實習課程，
提供住宿配套，讓香港及澳門學生有
機會在廣州市短期學習不同課程或不
同行業的技能。

肖國偉倡大學生交叉就業
廣州市政協委員、廣東晶科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肖國偉建議
建立大灣區大學生就業服務平台，為
學生提供就業政策、人才及安家政策
等服務，積極推動粵港澳三地大學生
交叉就業，並在個人薪酬稅收、社保
互認、購房等方面，也應參考港澳機
制建立政策，建立「大灣區人才就業
一體化」機制和體系政策。

劉悅倫：穗政協力挺港區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近期與
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相關的行為愈趨
明顯，更有惡性循環的趨勢，須盡快
設立港區國安法，阻止社會繼續撕
裂。他理解市民對未知的情況感憂
慮，但有信心法例條文公布後，不穩
定因素會消失，又強調盡早制訂合理
法律框架有利香港長遠發展。
羅致光在香港電台昨日播出的專訪
中表示，特區政府會向中央官員反映

香港實況及港人意見，即使港區國安
法尚未有具體內容，亦有信心法例能
有效實施，因為任何需要在港宣布實
施的法例，執法及司法制度都要配
合，特區政府一定會反映這方面的意
見，並會考慮香港整體的可接受性。

批攬炒派帶頭破壞規矩
針對攬炒派指稱特區政府以至建制

派「繞過」本地立法程序並「破壞規
矩」的說法，曾任立法局及立法會議

員的羅致光坦言感到詫異，並反問究
竟是誰在破壞規矩。
他舉例說，議會本來只需10多分鐘

就能選出委員會主席，但由攬炒派主
持的內會就經過十數次會議仍選不到
主席。早前，他為避免延長法定產假
至14周的條例草案被拉布所拖垮，曾
動議將之直接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
理，即使該做法符合《議事規則》，
仍被攬炒派指稱「破壞規矩」。
羅致光強調，每個人都應從其崗位

做合理、有利香港的事，不能純粹為
選票行事，例如有人聲稱推動所謂
「民主發展」，卻不尊重他人意見，
令人質疑不是「民主訴求」。
他直言，港人能參與現有制度，但現

有制度連民主所需的互相尊重亦被破
壞，有時更出現「私了」行為，若社會
相信暴力可解決問題，就難再討論發
展，不斷的暴力會令大家走入死胡同。
羅致光寄語港人從長遠角度出發，

特別是部分危害國家安全的問題愈趨
明顯，而暴力只會衍生更多暴力，形
成惡性循環，倘不再立法扭轉局面，
抗衡的壓力將愈來愈大。

羅致光：須速立法阻續撕裂

■王冬勝日前代表滙豐表態支持港區
國安法立法。 資料圖片

■陳茂波近日接受《彭博》專訪。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