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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接受中新社記

者專訪時表示，香

港國安法令香港社會重回正軌，會給香

港社會帶來穩定的局面。他指出，此次

立法本身也是對香港市民很好的國民教

育和國家安全意識教育。現在這方面工

作開了一個頭，接下來還要持續、加強

地做，尤其是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和

對校務工作的管理。

梁振英：國安法令港重回正軌
指立法是良好國民教育 盼增對港青教育加強校務管理

國安法震懾「獨」人攬炒派鳥獸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港島
各界200個團體機構推出近50項慶祝
活動，與市民歡慶香港回歸祖國23
周年和歡賀香港國安法立法。主辦方
昨日為系列活動舉行啟動禮後，並進
行開篷巴士巡遊，從上環至北角沿途
向市民傳送節日問候、國安立法的喜
訊及中央對香港市民的關愛，獲市民
熱烈歡迎。
主辦方昨日在上環文化廣場舉行
「港島各界慶香港回歸、賀國安立法
系列活動啟動禮」。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
林、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立法會
議員郭偉強、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梁
子琪等嘉賓，聯同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理事長蘇長榮等主辦方代表出席，並
登上開篷巴士巡遊宣傳國安法，他們
揮動國旗及區旗，高呼「香港明天更
好」。

蘇長榮：「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主辦方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

事長蘇長榮表示，香港國安法的訂立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市
民福祉的堅決維護和最大關愛，為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了牢固的
安全基石，亦是每個香港市民安居樂
業、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好保障。
他希望，通過慶回歸活動能讓市民

更多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關懷與愛
護，並呼籲各界自覺擁護香港國安
法，要以對香港下一代負責的精神，
教育和引導香港年輕一代加深對國
家、對民族的認同。
昨日啟動禮現場設有「慶回歸香港

國安法資訊圖片巡迴展」，向市民詳
細介紹香港國安法的必要性及重要
性，吸引不少人駐足細閱。
有市民表示，對香港國安法獲通過

感到興奮，冀立法能帶領香港重回正
軌。
為慶祝回歸23周年，港島各界籌

辦了圖片巡迴展、慶祝晚宴、探訪送
暖、龍獅表演、香港風貌遊、歌舞晚
會及電影欣賞會等近50項活動，於6
月21日至7月3日期間陸續在各小區
舉辦。

福建社聯觀賞《國歌》挺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為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及全國
人大正式通過香港國安法，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昨日舉行「慶回歸
23周年 撐港區國安立法」音樂電
影欣賞會，用高唱國歌的形式表
達堅決擁護香港國安法的心聲，
眾人還同時觀看了電影《國
歌》。
中聯辦社聯部部長李文，福建

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榮譽主席
吳良好、榮譽顧問周安達源、林
廣兆、施子清、林銘森，副主席
兼秘書長施榮忻等，聯同400多名
閩籍鄉親一同穿上紅色T恤參加欣
賞會。
會上，眾人揮動國旗及區旗，

共同合唱了《義勇軍進行曲》
（國歌）和《我和我的祖國》，
現場有著名古箏演奏家鄒倫倫、
香港中樂團著名二胡演奏家周翊
等進行伴奏。其後又一同欣賞了
電影《國歌》，從這部1999年的
藝術影片，了解抗戰時期詞曲作
者田漢、聶耳投身抗戰救亡行
動，得知同胞為國捐軀後而創作
《義勇軍進行曲》的故事。
吳換炎表示，香港回歸以來，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直處於
停滯狀態，國家安全風險隱患在
香港一直存在。香港國安法有利
於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維護700萬
市民共同的家園，同時令「一國
兩制」能夠行穩致遠。

港島各界巴士巡遊賀立法

梁振英表示，自今年兩會期間《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主要內
容公布以來，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反應都
相當不錯，一些經濟上的主要指標如樓
市、股市等，也都相當平穩。

港人不再輕信危言聳聽說法
他分析這些信心的來源，一方面是經

過了 1982 年至 1997 年的「過渡期」
後，港人已有了「經驗」，不會再隨便
相信危言聳聽的說法；另一方面，目前
國家的各個方面與香港回歸前相比，都
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其中就包括法治方
面的進步，而這也是港人能夠耳聞目睹

的。
梁振英表示，一部由國家層面制定

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在香港實
施，恰是體現了「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則。此次
立法，國家對香港是高度信任的，除
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對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
管轄權，絕大多數情況下，有關案件
將由香港的執法、司法機關有關部門
負責處理。

立法可令「圖禍港者」知難而退
他強調，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
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也必須有這
樣的立法和執法力量。任何一個社會、

包括香港，必須要有穩定的環境，才可
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現在有了香港
國安法，相信會給香港社會帶來穩定的
局面。如果有人想要在香港作出一些影
響國家安全、影響香港社會的圖謀，香
港國安法會令其知難而退。
「香港是個很好的地方。」梁振英表
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令香
港社會重回正軌。香港應抓好國家發展
的機遇，積極解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及
民生上的各種問題，包括房屋問題、土
地短缺問題，以及畢業生事業發展的問
題等等。
同時，他希望香港還可以發揮「一

國兩制」的優勢，為國家未來的發展
作出更好、更大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程相逢、孫銘澤 澳門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澳門各界全國政協副主席
何厚鏵、澳門特區政府、澳門中聯辦、外交部駐澳門
公署等昨日發表聲明，對香港國安法表示堅決擁護，
認為這是「一國兩制」事業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
大事件，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方針的重大舉
措。

何厚鏵：劃清國安底線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表示，堅決擁護、支持香港
國安法，是推動香港走出亂局困境、實現長治久安的
根本之策。這部重要法律，補齊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和制度短板，劃清了國家安全
的底線，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形成強大震懾，
保障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絕大多數居民的安全和依法享
有的各項權利與自由，將使香港特別行政區重回正
軌，在祖國支持下更好發揮「一國兩制」優勢，迎來
更廣闊發展空間。

澳門政府：保「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澳門特區政府發表聲明表示， 堅決支持和擁護中

央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所作出的這一重要
舉措。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維護憲
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是確保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關鍵。香港國安法是中央依
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具體情況制定，既尊重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也促
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管理體
制和執行機制的建設和不斷健全，並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澳門中聯辦：為港繁榮提供保障
澳門中聯辦發表聲明表示，制定香港國安法，是貫

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具體體現，是維護國家安全
的重要舉措，是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的治
本之策，充分彰顯了中央依憲治國、依法治港的信念
與追求，展現了中央政府作為「一國兩制」最堅定維
護者的胸懷與擔當。香港國安法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的四種犯罪行為的構成及其刑罰作出明確規定，將補
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和制
度短板，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機
制，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根本保障。

駐澳公署：顧及香港法制特殊性
外交部駐澳門公署發表聲明表示，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法將有力保障香港繁榮穩定。香港國安法是為防控
國家安全風險、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而採取的
必要之舉，規管的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
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這四類極少
數違法犯罪行為，既與全國性法律相銜接，又充分顧
及香港法律制度的特殊性，為保障香港社會穩定有
序、市民安居樂業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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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表示，香港國安法可令香港社會重回正軌，
會給香港社會帶來穩定局面。 中新社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全票通過香港國安法，但
在法律未正式頒布實施之前，本港激進「港獨」
組織已經土崩瓦解，各搞手紛紛鳥獸散。有建制
派老友歷數「港獨」分子的醜態：「『香港眾
志』的黃之鋒、羅冠聰和周庭上午紛紛在臉書表
示退出『眾志』，下午『香港眾志』宣布解散及
停止一切會務；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陣
綫』亦宣布即日起遣散所有香港地區的成員。一

時間，走的走、縮的縮，令人瞠目結舌。記得他
們去年修例風波中個個義憤填膺話要搞『革
命』，如今國安法尚未正式實施就雞飛狗走，自
動冚旗。原來這些『港獨』分子『搞革命』，都
是『大隻講』。」

香港國安法修補了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漏洞，以後如果還有人鼓吹、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分裂國家，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一定
會罪責難逃。老友指出：「黎智英、陳方安生、
李柱銘、戴耀廷、陳雲、陳家駒、黃之鋒、羅冠
聰、周庭、梁頌恆大大小小反中亂港人物，如今
或縮沙、轉軚，或遠走高飛，說明這些人『明知
身有屎』，難過香港國安法這一關，更說明香港
國安法果然是懲『獨』護港的良藥，藥到病除，
立竿見影。」

網上有不少言論諷刺這些亂港人物「無骨

氣」，毫無政治人物的風範。老友回憶：「記得
去年修例風波期間，這些亂港人物當日係威係
勢，有人聲言要『建港獨立』、『以死相搏』，
又話『和勇不分』、『核爆都唔割席』。黎智
英、陳方安生、李柱銘、黃之鋒去美國告洋狀，
與彭斯、佩洛西高規格會面，幾『風光』？如今
害怕被法律追究，擔心要承擔法律，要還亂港
債，就迫不及待與『港獨』、暴力切割，醜態百
出。這更說明，當日他們所說的話，只是欺騙無
知年輕人的謊言。這些亂港政棍再次示範叫人
衝、自己鬆。」

這些走佬的「港獨」頭目還有一個共同點，就
是搵夠收山。老友提到：「『毒蘋果』老闆黎智
英的頭馬Mark Simon，早前都向電台主持表示，
自己在台灣有個很大的『安樂窩』。原來這些人
一邊搞亂香港的同時，已經搵定後路，留學的留

學、移民的移民，但是那些被他們欺騙出來搞街
頭暴力的無知年輕人，恐怕就只有流血、坐監的
份。他們更想不到，當日以『核爆都唔割席』來
鼓動他們加入『抗爭』的政棍，竟然如此無義
氣、無骨氣。」

今日是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紀念日，是一個普
天同慶的日子，胡志偉、朱凱廸等少數攬炒派政
客，還聲稱以「個人身份」參與違法遊行。老友
笑稱：「精人出口、笨人出手，這些政客最好規
規矩矩、遵紀守法，否則那些海外着草的『手
足 』 就 是 人
版，難道這些
政客真的想以
身試法、試下
香港國安法有
無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