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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昨日根據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的建議和提名，任命入

境事務處副處長區嘉宏為入境

事務處處長，即日起生效，區

嘉宏履新後會見傳媒時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令「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同時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令此前飽受黑暴

所影響的香港的投資和營商機會重新增加。入境

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紀律部隊，入境處處長

身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之一，他

有責任維護國家和香港特區的安全，未來會盡責

把守好香港的大門。

區嘉宏：維護國安 守好大門
就任入境處處長 讚國安法升港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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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中央支持頂住外部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接受多維
新聞訪問時表示，中央為香港安全立法，是
授權特區政府一個強大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手段，並讓特區政府知道，以後在處理國
家安全的問題上，特區政府並不孤單，中央
是強大後盾，而中央更會在不同方面承包風
險、傳授經驗、提供支持，「可以說中央會
給予特區政府各方面相當大的支持，包括頂
住一些對於外部勢力的壓力。」
劉兆佳說，立法後在過程當中，中央會盡
量監督、協助、督促，指導特區政府，「在
某些情況下特區政府沒有能力、沒有意願來
處理，中央也會保留他最後出手的可能
性。」他舉例說，涉及到外國間諜，涉及到
「台獨」、「藏獨」、「疆獨」，大量國家

安全紀律的行為，內地勢力在香港做些危害
國家的事情，外交問題等，也需要駐港國安
公署來處理。
「所以中央也不是毫無條件，就由香港政

府做，而是盡量依靠，以體現『一國兩制』
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但同時由於中央是維
護國家安全第一責任人，也不能夠讓國家安
全法達不到應有的效用，所以中央會在不得
已的最後關頭出手，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
任。」劉兆佳表示。

人心回歸還要很長時間
過去一年香港社會的亂象，反映了香港的

深層次問題，劉兆佳在訪問中坦言，要解決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一個長遠的過程，雖然
中央可在社會經濟層面助香港解決矛盾，但

人心的回歸還要很長時間，「短期而言，特
別是不能讓一些反中亂港的勢力繼續佔領教
育和媒體的陣地。長遠來看，還要有其他的
政策和制度改革，才可能把一些深層次問題
處理好。」
他續指，對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來說，香港發
生的事情，他們其實是受害者，因為他們被灌
輸了一套對國家不利、對香港不利、對自己不
利的思想，「經過過去一年的抗爭與暴亂，尤
其是留下的教訓，讓很多人產生了一種新的政
治現實感，也可以說是政治無力感，這種現實
感和無力感對香港而言也是好事，至少能避免
香港走上一條毀滅的道路。」
劉兆佳表示，自己對香港以後的發展是樂

觀的，認為香港國安法長期來看是為「一國
兩制」的良好發展打基礎。

1988年加入入境處的區嘉宏昨日獲任命為入境處處長後，下午在
灣仔入境事務大樓會見傳媒。他對國務院的
任命及獲特首的信任感到榮幸，並表示自己
未來會堅負重任，帶領入境處這個執法與服
務並重的紀律部隊。
區嘉宏主動提到，香港國安法已經刊憲生
效，而法例反映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愛護和
支持，法例的落實可以令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過去一
年的暴力事件影響民生、經濟，亦影響香港
的國際形象，香港國安法實施有助穩定香
港，令國際形象提升，使香港的投資和營商
機會重新增加。」
他續說，香港國安法是要防範、制止和懲
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
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行為， 入境處處長是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成員之一。

依法處理入境申請
區嘉宏表示，入境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紀律部隊，有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特區安
全的責任。
被問及會如何處理個別政治人物的入境申

請時，他強調工作會按相關法例及政策進
行，「作為把守香港大門的部門，一定會緊

守堅負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會按照一切適
用的法例處理每宗個案，就每宗個案作詳細
考慮再作決定。」
區嘉宏並提到入境處人員在過去幾個月因

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而先後到過日本和
武漢，把有需要的港人帶回香港，指疫情下
發現很多香港市民在香港以外都遇到不同問
題，所以未來爭取更多資源，讓港人在任何
地方都能解決問題，而入境處未來會繼續打

擊黑工、違反出入境規定等罪行，以保障香
港市民的就業機會。
區嘉宏加入入境處至今逾30年，在2018

年晉升入境處助理處長後，去年再晉升入
境處副處長，昨日起成為新一任處長。林
鄭月娥回應區嘉宏的任命時表示，他擁有
豐富的部門運作經驗，具備領導和管理才
能，深信他定能帶領入境事務處，迎接未
來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在接受央視
訪問時表示，香港國安法立法獲大
多數市民支持，並形容國安法是香
港的守護神，將保障香港的自由和
安全，令香港再出發。
梁君彥說，香港絕大多數的市民

歡迎國安法，因為它保障了香港的
自由、安全，也令社會平靜下來，
讓香港可以走出過去一年的黑暴，
重新出發。所以，他個人尊重、接
受和歡迎，中央在這個時候訂立國
安法。
他表示，在過去23年，香港未能
制定相關法律保護國家安全。國家
通過國安法，體現國家堅持在香港
實施「一國兩制」的堅定決心，從
國家層面去做，才體會到國家對香
港恢復秩序的用心，快速完成立
法，亦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關愛和國
家對「一國兩制」的堅持。
他續說，香港國安法立法授權香
港政府執法，但外國很多國家，都
是由中央處理國家安全事宜，這更
是真正體現了國家對「一國兩
制」、高度自治的堅持。
梁君彥表示，香港國安法通過

後，香港各界將全力配合法律的
落實與實施，而最重要的就是政
府要向市民解釋相關法律的精神

和執法，教育市民遵守法律，同
時也要在國際社會，尤其是在港
外資解釋說明，這條法律是在保
障他們的權益，讓大家有信心，
而不是相信別有用心的人對法律
的曲解。

香港續享司法獨立
他更直言，反對訂立香港國安法

的國家，都有更厲害、更嚴厲的國
安法，「那為什麼我們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是不行的呢？」事實上，香
港是一個很開放的城市，但是開放
不是容忍任何的人可以利用香港去
顛覆我們的國家。國安法有充分的
保障，香港可以繼續享有過往的自
由和司法獨立。
梁君彥強調，國安法只是針對極

少數人，對大部分市民而言，它是
守護神。我們的國家，是香港最強
的後盾。香港回歸祖國23年來，中
央一直對香港予以強大的支持與幫
助，成功落實「一國兩制」，這一
次的國安法更讓香港一些偏離的形
勢重回正軌。
他相信，國家的強力支持、粵港
澳大灣區的發展，會讓香港年輕人
有很多更好的機遇，更相信在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必將迎來更加
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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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美國商會1日發表聲
明，強調將會繼續視香港為國際業務基地，
惟會員需要時間詳細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細
節，希望特區政府可向會員解釋法律如何實

施，及如何影響美國企業在香港經營及投
資。
聲明續指，香港美國商會五十多年來，致

力維護香港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並與特區

政府合作將香港打造為法治、資訊及環球連
繫的商業中心，期望法例不會影響香港的多
元及利益，讓香港繼續作為東西方的重要橋
樑。

香港美國商會：續視港為國際業務基地

■■區嘉宏區嘉宏（（左左））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右右））監誓下宣誓就職監誓下宣誓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依照《中華人民共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名，國
務院2020年7月2日決定：任命區嘉宏為入境事務處處長。

國務院任命區嘉宏為入境處處長

七一的非法集結遊行，煽「獨」黑暴再
現，有300多人被捕，當中10人涉嫌違反香
港國安法，據悉年紀最小只有15歲。近日，
英國宣布將向香港BNO持有人提供申請成
為英國公民的途徑，美國、澳大利亞則向香
港人提供所謂「避風港」法案或簽證；羅冠
聰在國安法生效前夕離港，昨日親口承認不
再回港。國安法利劍高懸，震懾危害國家安
全的內外勢力，「港獨」、「自決」、煽暴
頭目慌不擇路，棄「手足」而遠走海外；美
英少數國家「收留抗爭者」，只是別有用心
繼續迷惑、利用、煽動、犧牲已被洗腦而誤
入歧途的香港年輕人，把他們作為其反中亂
港的棋子。奉勸迷途年輕人認清真相，看清
內外反中亂港勢力的假仁假義，懸崖勒馬、
回頭是岸，免淪棄子而恨錯難返；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更應及時出手挽救，令這些年輕
人迷途知返、重建新生。

香港國安法順利通過、正式實施，儘管仍
未有判例，但其維護國家安全、懲治「港
獨」黑暴的法律威力，足以令危害國安分子
心驚肉跳，以往明目張膽鼓吹「港獨」、
「自決」的陳家駒、羅冠聰，在國安法通過
之前，先行一步逃亡海外；更不用說早已遠
走高飛的梁繼平、黃台仰、鄭文傑等人。想
當日，這些人都曾信誓旦旦、豪言壯語宣

稱，要堅持抗爭到底，大義凜然「願為香港
爭取民主自由捨身成仁」。只可惜，如今一
個個匆忙外逃，把向支持者許下的諾言拋諸
腦後，徹底暴露當日煽動無知年輕人的醜陋
和無良。

說這些「港獨」、煽暴頭目無良，是因為
他們以「學生領袖」、「青年才俊」為包
裝，以「崇高理想」巧言令色，誤導、欺
騙、煽動年輕人包括未成年學生，讓他們走
上違法暴力的歪路，跟隨他們的指揮棒起
舞。這些年輕人被他們作為「政治燃料」，
令違法暴力活動變本加厲，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衝擊「一國兩
制」。如今，這些「港獨」、黑暴頭目，稍
見形勢不對立即外逃。他們因為反中亂港有
功，自然有機會獲得外部勢力的關照打賞，
有人可入讀耶魯、華盛頓大學等名牌學府，
「人生可能更精彩」。但是，本港有3000多
年輕人因為參與反修例暴亂而被捕，他們要
面對累月經年的監禁刑期，人生蒙污、前途
黯淡。

至於英、美、澳等國家提供所謂「避風
港」方案，企圖通過為香港的違法暴力者
提供虛幻的「後路」，以居留權為「獎
品」，利誘、刺激年輕人為反對國安法而
「抗爭」，繼續充當反中亂港的炮灰。 其

實，這「獎品」只是包裹精神迷幻劑的糖衣
毒藥。

姑且不論回歸前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
備忘錄中明確承諾，香港回歸後不會給予香
港BNO持有人在英國居留權，如今英國執
意改變政策，嚴重違背自身承諾，嚴重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就算英國真的
不計後果做了，其實對大多數香港人而言也
只是畫餅充飢。英國日前聲稱，向香港
BNO持有人提供5年的居留許可，5年後再
加1年，可申請成為公民，其間可選擇工作
或讀書，但不能享受英國政府的任何福利。
至於美國提出《香港避風港法案》，澳大利
亞正在「積極考慮」向香港人提供「避風
港」簽證，這些措施說穿了就是給違法後外
逃者製造一個「政治難民」身份，真正要取
得居留權、公民身份，難過登天。

君不見，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政府千方
百計抗拒移民，就是擔心大量移民到本土搶
工作、拿福利。目前英美疫情肆虐，失業率
居高不下，無論是所謂BNO持有人「5+1」
計劃，還是所謂收留香港「抗爭者」、提供
「政治庇護」的計劃，對於香港黑暴中犯法
外逃的無名小卒而言，不過是一張任由自生
自滅的空頭支票罷了。說穿了，英美等西方
國家，一向以「人權自由衛士」自居，他們

以居留權、「政治庇護」作招徠，一方面可
以繼續佔據所謂道德高地，另一方面繼續欺
騙引誘香港年輕人死心塌地、前仆後繼反中
亂港。

看清楚外逃「港獨」、煽暴頭目的無良，
認清楚英美政客的偽善，誤信了「港獨」、
「自決」謬論的年輕人，誤認為「違法達
義」、「以武抗暴」可以實現「理想崇高」
的年輕人，不應該看清「時代革命，光復香
港」的虛妄和違法本質？不應該幡然反省，
不要再在違法暴力的邪路沉淪下去？是不是
應該認真考慮，以個人前途、終生幸福換取
一個棄卒的下場，真的值得嗎？

香港國安法的出台，為香港創造由亂到治
的轉機，亦是部分曾經被洗腦毒害、行差踏
錯的年輕人重返正道的機會。年輕人是香港
和國家的未來，挽救年輕人，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責無旁貸，應引導年輕人認識到香港
國安法只是針對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個人，香港國安法充分保障港人的人
權自由，只要年輕人遵紀守法、尊重國家，
根本無須有任何擔憂和恐懼；要讓年輕人看
清建設香港和國家，才是前途所在，不再被
反中亂港政客、外部勢力的花言巧言所迷
惑，迷途知返，重新展開屬於自己的美好人
生。

香港國安法利劍高懸 迷途年輕人回頭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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