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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許多條國安法例的美國一再就港區國安法立法

一事說三道四，並聲言要對中方有關涉港官員等實施

簽證限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在外交部例

行記者會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表示，針對美方的錯誤

行徑，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

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人員實

施簽證限制。多名立法會議

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中方的決定完全按照國

際標準，合乎情理。他們並

指維護國家安全屬天經地義

的事情，不明外部勢力的反

對有何根據。

實施簽證限制 中國反制美方
針對涉港問題表現惡劣美方人員 港議員強調中方決定符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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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就美方日前宣布對中方
有關涉港官員等實施簽證限制，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針對美方錯誤行徑，中方決定對在
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人員實施簽證
限制。
趙立堅強調，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純
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對此無權干涉。中
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
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
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美方通過所謂制
裁阻撓中方推進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圖謀

絕不會得逞。

外交部：美涉港議案是廢紙
另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美國國會參議院日

前審議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和有關涉港決
議案，趙立堅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無論亂
港分裂勢力如何叫囂、無論外部反華勢力如
何施壓，都阻擋不了中方推進香港國安立法
的決心和行動。他們的圖謀必將失敗，有關
議案也是廢紙一張。
趙立堅說，美國國會參議院不顧中方嚴正

立場，執意審議通過有關涉港消極議案，惡
意詆毀港區國安立法，嚴重干涉香港事務和

中國內政，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
交涉。「我們敦促美方認清形勢，立即停止
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不得
審議推進和實施有關涉港消極議案，更不得
以此為由對中方進行所謂制裁，否則中方將
採取堅決有力的應對和反制措施。一切後果
完全由美方承擔。」

議員：護國安屬天經地義
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中方的決定完全按照國際標準，合
乎情理。他們並指維護國家安全屬天經地義

的事情，不明外部勢力的反對有何根據。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認為國家回應相

當合適，強調去年下半年起的黑暴事件暴露
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缺口，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大前提下，制訂港區
國安法，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容外國勢力
插手干預。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認為，面對美
國公然干預中國內部事務，還不合理地聲
言制裁中方有關涉港官員，中方作出反擊
做法合理。他並呼籲特區政府配合國家的
制裁措施，對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
人員實施簽證限制，甚至將其驅逐出境，

避免出現被中央拒諸門外的美方人員可以
留在香港，繼續進行損害國家及特區利益
的事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對中方
的對等制裁「舉雙手贊成」，美國過去一
段時間與攬炒派及「港獨」分子聯手以各
種抹黑手段，企圖阻撓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工作，今次中方的反擊措施十分及時和必
要。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指，美國千方百

計干預中國內政及香港特區事務，作出各種
挑釁行為，中方絕對有必要作出反擊，做法
完全合情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明天（7月1日）是香港回歸
祖國23周年紀念日，灣仔金紫荊
廣場將舉行升旗儀式，但有人在
網上煽動當日遊行。為防止黑暴
搞事，警方已在金紫荊廣場附近
加強保安。包括在會展外圍架設
水馬、鐵閘等，水馬內有保安人
員和警員駐守。會展港灣道外部
分行人路封閉，金紫荊廣場亦被
鐵馬和水馬包圍。
特區政府表示，七一當日在會

展外的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
式，考慮到近日的公共衞生風
險，不設立公眾觀禮區，升旗儀
式結束後，特區政府在會展中心

大會堂舉行慶祝酒會，行政長官
及政府高層官員出席。警方在活
動期間對金紫荊廣場一帶實施交
通管制措施。

立會今晚關閉防黑暴
另外，立法會大樓去年7月1

日有黑暴分子衝擊，最終被攻
入大肆破壞。有見近日再有黑
暴分子揚言「有行動」，立法
會秘書處昨日宣布，大樓將於
今晚 8 時起關閉，至 7 月 2 日
（周四）上午7時重開，其間立
法會大樓不提供公眾服務，亦
不接待訪客，大樓外也有警方
人員駐守。

警重兵護金紫荊
防七一升旗受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及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多位代表昨日下
午前往灣仔警察總部，支持警方在黑暴肆虐期
間全力保護香港市民安全，他們希望全國人大
盡快落實港區國安立法，以維護香港長治久
安。

盼人大速通過港區國安法
中國僑聯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沈家
燊，全國政協委員、聯會會長黃楚基，以及兩
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林廣兆，全國人大代
表、總會執行副會長陳亨利等一行14人參加了
慰問警察活動。
沈家燊表示，黑暴籠罩香港近一年，3萬名香
港警察保護了700多萬市民的安全，對此表達
誠意的感謝。他指，港區國安立法是維護香港
長治久安的良策，是民意所向，期盼全國人大

盡快落實立法。
黃楚基亦希望港區國安法頒布後，能夠鞏固

「一國兩制」，令香港更加繁榮穩定。他續

說，天氣日益炎熱，警察出勤經常汗流浹背，
因此捐贈一些毛巾、飲料等日用品，以減少他
們的辛勞。

港僑聯和發聯總謝警護民

■趙立堅
資料圖片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及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多位代表到警察總部感謝警方保護市民。

民間團體
「反美國霸
權大聯盟」
昨日下午前
往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
署外表達訴
求，要求中
國提出反制

裁，禁止美國參議
員政棍入境，藉此
抗議美國參議院通
過所謂《香港自治
法案》「制裁」涉
港官員、藉港區國
安法立法插手香港
事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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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香港金管局及澳門金管局
昨日發出聯合公告，決定在粵港澳大灣
區開展雙向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讓包
括香港、澳門及廣東省9個城市在內的
居民，可在大灣區內跨境購買理財產
品。跨境理財通是繼兩地股票通、債券
通後，內地資本賬戶開放的又一重要里
程碑，對鞏固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重大作用，顯
示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在國家金融市場進
一步開放中的獨特作用，是中央信任、
倚重、支持香港的真切體現。相信隨着
港區國安法的頒布實施，更多惠及香
港、促進大灣區融合的利好政策陸續有
來，港人更應珍惜法治穩定的大環境，
把握發展良機。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
有序推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建設國際
金融樞紐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理財通
正是落實規劃綱要、推進大灣區金融發
展的重大舉措，有利於促進大灣區居民
跨境投資便利化、多元化，也是中國金
融市場擴大對外開放的積極嘗試。

對香港而言，理財通帶來多方面的發
展機遇。首先，理財通為香港金融產業
鏈以至其他專業服務帶來龐大商機，打
造大灣區一體化的金融業市場。大灣區
居民對跨境理財投資的需求日趨殷切，
三地金融業界對理財通有很大的期望。
理財通的推出，證明香港金融機構在參
與內地金融開放、服務三地居民資產管

理需要具有特殊的戰略優勢。
其次，理財通的業務資金通過賬戶綁

定，實現封閉管理，資金匯劃使用人民
幣跨境結算，資金兌換在離岸市場完
成，促進人民幣跨境流通和使用，做大
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進一步鞏固
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
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雙向跨境
理財通是繼兩地股票通、債券通後，內
地資本賬戶開放的另一重要里程碑，是
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的重大突
破，也是深化大灣區金融合作的亮點。

再次，大灣區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
群，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之
一。理財通為國際金融機構提供更大
誘因，立足香港並投放更多資源，以
服務大灣區城市的大量投資者，強化
香港作為亞洲最大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的地位，以及資金進出內地重要橋樑
的角色。

本港因黑暴和疫情雙重打擊，經濟遭
受重創。理財通試點適時公布，對香港
意義重大而深遠。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
指，開展理財通充分展示中央對大灣區
金融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凸顯國家
作為香港的堅實後盾，香港繼續在國家
經濟發展和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中擔當引
領的角色。而國家安全立法，將會讓香
港恢復穩定、法治和良好的營商環境，
確保投資者信心，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理財通加固港金融中心地位促灣區融合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今日結束，預料

港區國安法將表決通過，草案內容隨即正式發
布。港區國安法的制訂過程緊湊嚴謹，廣泛匯集
各方面的意見建議，令法律更具現實針對性和適
用性，震懾本港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
令他們不敢再為所欲為。社會普遍相信，國安法
通過、實施後，將形成更大阻嚇力，發揮在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效能；另一方面，港區國安法針
對的只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
絕大多數市民的權利自由得到更充分保障，港人
對立法恢復法治穩定更加充滿信心。

中央果斷出手，決定立法堵塞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的漏洞，隨着港區國安法草案具有強烈現
實針對性的內容陸續披露，已形成不怒自威的
震懾氣勢，令隨修例風波而日益囂張的反中亂
港勢力氣焰衰敗。反國安法的「雙罷公投」慘
淡收場；反中亂港頭面人物，如李柱銘、陳方
安生相繼和「港獨」、「攬炒」割席，乃至聲
言「退出江湖」；黃之鋒、黎智英則發出「準
備入獄」的哀鳴，惶惶不可終日；更可笑的
是，幾乎被人遺忘的「本土派國師」、《香港
城邦論》作者陳雲，竟然指責本港反對派和
「港獨」分子，聲稱若將香港的命運交給了那
類人，是將香港推入國際政治鬥爭的黑洞。現
實已經說明，面對中央絕不妥協的決心和意
志，面對港區國安法動真格、見真章，反中亂
港勢力知道大勢已去。

在港區國安法的立法過程中，中央堅持「一
國兩制」方針貫徹始終。中央在立法中做到
「四個最大程度」：最大程度信任依靠特區、
最大程度保障人權、最大程度兼顧普通法特

點、最大程度保證法律有效實施；同時，中央
保留在「特定情形下」實行管轄的必要權力，
確保港區國安法不會成為「無牙老虎」。例
如，港區國安法是否具追溯力備受關注。據非
常接近立法過程的政界人士指，法例將不設追
溯期，但將來在執法時，會考慮相關人士過去
的行為，作為檢控的證據。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梁美芬指，普通法、內地一般的法例中都不設
追溯期，不過普通法亦有「持續性犯罪」的概
念，若犯罪行為在法例公布後仍沒有停止，該
等行為亦納入檢控範圍之內。

為令港區國安法既發揮切實維護國家安全的作
用，又貼近港情民意，更易於執行落實，中央在
國安法立法過程中，高度重視、廣泛聽取香港各
界的意見和建議。韓正副總理專門聽取特首林鄭
月娥對立法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人大法工委、港
澳辦、中聯辦等，通過多種渠道，全面深入了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不同團體、專
業人士的意見。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經全面深
入的徵詢、討論，越來越多港人明白立法體現
「懲治極少數、保護大多數」的原則，立法目的
在於防範、禁止、懲治四種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罪行，確保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不會減損，無損香港司法獨立，釋除部分港人對
立法不必要的擔憂。

修例風波導致黑暴氾濫，令香港法治崩潰、經
濟衰退、百業蕭條、社會撕裂、民生困頓。香港
不能再亂，是香港主流社會的強烈訴求，廣大市
民殷切期望港區國安法盡快公布落實，發揮足夠
的阻嚇力，維護國家安全，重建法治穩定，助香
港早日重回發展正軌。

堅信港區國安法「懲治極少數保護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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