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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祖國23年之際，中央再向香港送上一份大
禮，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香港國安法，法律隨即生
效，並已實施，為香港安裝維護國家安全的「殺毒軟
件」，送來保障法治、權利、自由的「守護神」，震懾黑
暴攬炒，香港從此由亂轉治，重建穩定良好的營商環境、
社會氣氛，能夠提升投資吸引力、競爭力，全社會集中精
力謀發展促和諧，「一國兩制」前途更明朗。
因為香港長期存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缺乏有效的法制和機制加以約

束，導致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違法暴力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去年的
修例風波把反中亂港惡行推向極點。
黑暴「私了」曠日持久，令香港經濟衰退、百業蕭條、社會失序、民生

困頓，「港獨」、「自決」氣焰囂張，大小政棍公然乞求外國政府制裁中
國內地和香港。

正因為反中亂港的「政治病毒」肆虐，令「一國兩制」處於脫軌的危險
邊緣，香港的繁榮穩定亦受重創，港人連生命財產安全也難保，更失去表
達不同政見、免於恐懼的自由。事實證明，如果任由各種反中亂港勢力在
香港興風作浪，甚至把香港變成對內地滲透顛覆的基地，對香港來說絕對
是禍不是福。
在香港是繼續亂下去、還是重回正軌的抉擇關頭，中央果斷出手，經過

深思熟慮、廣納民意，迅速推出香港國安法，建立和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制和執行機制，加固維護國家安全的保險網，為「一國兩制」實踐
糾偏，為香港重回法治穩定力挽狂瀾。

自香港國安法啟動以來，已顯示出巨大的震懾威力，各路反中亂港人物
和組織偃旗息鼓，雞飛狗走；警方堅決執法，名正言順依靠國安法拘捕大
批以身試法的違法者，昔日破壞香港安寧的暴力抗爭，不能再掀起惡浪。
當然，內外反中亂港勢力無所不用其極抹黑香港國安法，宣稱國安法生

效，「一國兩制宣告死亡」，「港人人權自由蕩然無存」，「將會引發移
民潮、撤資潮」，這些都是信口雌黃的謊言謠言，目的只是為了危言聳
聽、擾亂人心。從香港國安法的內容來看，「一國兩制」方針貫徹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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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的主要責任在
香港特區，中央只是保留在「特定情形下」實行管轄的必要權力，確保香
港國安法不會成為「無牙老虎」，立法不是為了改變「一國兩制」，反而
體現對「一國兩制」的尊重、堅持。
香港發展經濟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社會穩定，香港國安立法令香港恢復法

治穩定，將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來港，廣大市民不用再為黑暴氾濫而擔驚
受怕。可以說，國安法是香港發展重返正軌的重要轉折點。正如港澳辦副
主任張曉明所指：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中央為香
港特區裝上香港國安法這個「殺毒軟件」，「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必
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未來，香港各界、各社團一定要全面準確認識香港國安法，做好宣傳普

及工作，讓國安法深入人心，依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更好保障
香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香港國安法7月1日前正式生效，一班過往氣焰囂張，
與抗爭手足聲言「核爆都唔割(席)」的「港獨」頭目不得
不深思自己很可能要為過去的行為「買單」，於是把握最
後機會大玩變變變，上演了一場場精彩的變臉秀。
陳方安生說「八十多歲要退休」，被「深藍」怒斥為

「漢奸」的李柱銘也忽然愛國反「港獨」。兩位「祖師
爺」級別的「港獨理念大佬」竟然公開宣稱「港獨不切實際」，甚至批評
攬炒者是「一無所知」，令不少抗爭手足感到被出賣。但顯然，在大律師
李柱銘面前，年輕人是沒有辯駁的餘地的，因為李「反客為主」直批年輕
人濫用暴力才讓事件變得更壞，「讓中共有機會立法」，讓香港人失去文
明抗爭的機會。一年前雙雙發功推波助瀾，一年後一個準備袖手旁觀，另
一個反咬一口，這就是反對派的所謂義氣！
「叛國禍港四人幫」之首、有外號「漢奸黎」之稱的壹傳媒老闆黎智

英，曾放言「與香港共存亡」，但他多次申請離開香港不果後，在7月1
日的違法遊行中只匆匆現身即離場，當日領袖「群雄」的豪氣盡失。
一再勾結外國勢力的黃之鋒、羅冠聰、周庭、梁頌恆等也紛紛跳船。

「河童」聲言要丟下「香港眾志」秘書長的高職，並宣布解散「香港眾
志」。同樣表示「收檔」的還包括公開推動「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陣
綫」、學生「播獨」組織「學生動源」等，所有「涉獨」組織，在國安法
面前，恍如《西遊記》中的妖精遇到觀音菩薩，紛紛現出魔鬼真身。
但更可恨的是，「香港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本土民主前線」前

召集人黃台仰之流，低調隻身前往海外，成為政治難民後，透過社交平台
「高調」地煽動仍留在香港的手足繼續衝。陳家駒日前在facebook承認
已離港，棄保潛逃，坦言是因懼怕國安法而「潛水」，稱沒有為「香港獨
立」做到以死相搏的精神，卻厚顏地叫香港手足「繼續頂住」。而對於一
早跑去德國吃香腸的黃台仰，早已成為「本民前」的公敵，曾與梁天琦一
起高呼「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度鼓動不少年輕人追隨，未料梁天琦成
為「政治玉碎」，黃台仰卻在他鄉「瓦全」。原來，他們眼中的義氣好兒
戲，很廉價！

吳志隆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 就是敢言副主席

國安法開啟香港新里程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今年慶回歸活動啟動禮致辭時表

示，事實證明，中央真誠為香港好，為香港同胞好，對香

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抱有最大關切。談及已刊

憲實施的香港國安法，駱惠寧指出，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

全的極少數人來說，這部法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絕大多

數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這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利

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他強調，香港國安法的公

布，是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點，是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的重要里程碑。駱惠寧主任的講話，激動人心，更令

人相信如他所言，國安法的公布和實施，一定是香港的新

開始，一定會給香港帶來新希望，這也是絕大多數香港人

的共同心聲與期待。

蔡 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誰人真心為香港一目了然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開啟了「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確保香港經濟繁
榮穩定、社會安定昌明，既是中央政府的必勝目
標，更是國家和人民的牽掛。於是，當國際金融炒
家企圖做空市場、打垮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時，中
央果斷出手，毫無保留；當SARS疫情重創香港的
社會發展與民生經濟，中央政府力推開放「自由
行」，將疫情後的香港一步步帶出困境；當國際形
勢風雲變幻，為了更好地保護香港的國際「三大中
心地位」、發揮香港的優勢，讓東方之珠更加閃
耀，中央政府出台CEPA 這一惠及香港經濟的特

殊安排、推出滬港通及深港通、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融合發展。
可以說，回歸23年來，香港始終在國家發展的宏

偉版圖中，在共同走向百年富強的戰略藍圖中，在
14億中國人民的共同關注中。支持和保護香港的利
益，關注香港的社會與民生，為港人的福祉殫精竭
慮、精心綢繆，這就是駱惠寧主任在講話中一再強
調的「真心」。
在我看來，「真心」之真，對於香港來說，就是

看一個根本：究竟是為了發展香港，讓港人過上安
定富裕的幸福生活；還是為了損害香港，把香港當
作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棋子。
去年，香港人經歷了刻骨銘心的動盪之年，但也

讓人更加清醒，誰人對港是真心。我們可以清楚看
到，西方反華勢力就是想借搞亂香港，來擾亂中國
的發展步伐。如果西方反華勢力真的是為香港好，
就不會威脅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就不會眼睜睜地
看着香港在「黑暴」動亂中沉淪。香港是中國的一
部分，有誰的母親不疼愛自己的孩子？真正關心香
港的當然是祖國，是中央，是14億中國人民。

讓香港重歸法治穩定
隨着時間推移，港人會越清楚看見香港國安法公

布，是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點，是「一國兩
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我們應該看到，香港國安
立法的決定公布、通過，香港金融市場一直保持穩

定，交易活躍。這是一個很好的風向標，說明香港
社會不僅沒有恐慌，反而是以理性的行動擁抱支持
國安法。
我一直非常贊同這樣的比喻：香港回歸以來產生

了一些問題，有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但最重要的
還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是個毒瘤，其他問題因它
而起。中央此次出手，就是為香港動手術摘除毒
瘤。將那一小撮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繩之以法，是香
港恢復法治和健康的第一步。國安相關法律出台
後，還要加強執法，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也要盡
快推進完成，這樣才能給香港社會「消毒」，讓香
港社會重歸法治，重新往好的方向發展，然後才能
集中精力解決民生經濟和深層次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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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莉 九龍社團聯會常務副理事長

去年下半年以來持續的社
會暴亂，令香港的法治和社

會秩序受到大規模黑暴破壞，「港獨」及
本土恐怖主義活動日益猖獗，中央最終決
定推出香港國安法，撥亂反正，香港由此
迎來從亂變治的重大轉機。當下社會各界
最關心的議題，便是如何重振經濟、發展
民生，因此，民建聯於5月底啟動了「拒
絕攬炒 重建家園—民建聯政策諮詢系
列」，並展開一系列活動，望推動社會對
話，集思廣益，為香港尋找出路。

在首個活動「克服逆境重振經濟」圓桌
會議中，講者嘉賓為未來香港經濟路向分
別發表了他們的關注與建議。對於刻下香
港的經濟困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
會長莊成鑫表示，香港經濟衰退並不是去
年才發生的事，而是緣於多年來，經濟結
構過於單一的發展模式所致。而旅遊業發
展引起社會矛盾，政府遲遲不作為，加上
發生暴亂事件，相信日後內地旅客或減少
來港。總的來說，香港回復安寧，經濟才
能回復正軌。

敢做「大政府」領拓海外市場
金融業是香港經濟支柱產業的重中之

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對於應
對目前本港的處境，以三個「心」作闡
述：一是對香港經濟應有信心，香港的抗
疫工作做得出色，同時，香港有金融
DNA，金融制度仍有優勢；二是應有耐
心，國際及香港的情況都在變化中，機遇
和挑戰並存；三是同理心，所有的宏觀政

策都是希望在安穩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所
以社會穩定很重要。面對未來，他認為，
香港需繼續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培育人
才，並致力發展多元化金融產品，以匯聚
國際資金。
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顧問謝國樑認

為，經過暴動和疫情來襲後，香港原有的
中介及樞紐功能受到明顯衝擊，未來會否
迅速復元有欠明朗，這亦是香港一個結構
性問題。在局勢複雜多變以及保護主義升
溫下，香港須化被動為主動，加快經濟及
市場多元化發展，包括積極推動高增值的
「再工業化」，發展數字人民幣、電子支
付等的金融科技。他強調，在招攬優秀人
才加入的同時，特區政府亦不應害怕做
「大政府」，帶頭推動拓展海外市場和創
新科技發展。
創新科技將是香港未來經濟能夠持續發

展的重心。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公共
政策研究院院長黃元山表示，科技發展與
應用會是香港未來長遠經濟發展的新出
路，透過樂齡科技、藝術科技、金融科
技、物流科技等，從而能體現在經濟、社
會保障與民生的發展上。

創科支援加速上馬拓灣區市場
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文銳則表示，本港創

科發展相比其他國家依然是滯後，他期望政
府已啟動的創科支援措施可加速上馬；此
外，可仿效杭州市政府把智慧城市的項目和
產品「打包」成項目管理產品，向其他城市
銷售，當中的項目可包括跨境網上仲裁、合

約簽署等，藉此開拓「一帶一路」的市場。
同時，需透過吸引企業在香港和大灣區成立
公司，從而引入內地相關人才和透過在港上
市集資，引入資金發展。
在經濟逆轉萎縮下，中小企所受的衝擊

和壓力往往最大。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
會長麥美儀表示，本港零售及服務業的中
小企在過去一段期間經營環境極其困難，
該會期望政府未來能協助他們在深圳設立
銷售點，並向內地爭取進入內地市場的貨
品免關稅安排；同時加密舉行大型會議展
覽，以增加商務旅客訪港。此外，透過相
關資助基金，讓中小企業向初創公司提供
相關經驗和網絡等交流計劃，以開拓大灣
區等市場。
該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表示，內地港

商目前在內地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但
政府兩輪紓緩措施並無直接協助他們，期
望當局能加快推出免除兩地14天隔離措施
的工作，讓更多廠商受惠；並積極引領中
小企在東南亞設立生產線，以助他們獲得
當地政府更多的重視和政策優惠。
目前社會上有指香港正經歷「二次回

歸」，或者可以說，這是廣大市民的期
盼——透過進行一系列改革，以達至經濟
持續發展，長治久安，行穩致遠。但如何
能達至這目標，便需要社會大眾踴躍發表
意見。如果你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有任
何想法，大可透過民建聯的政策諮詢，表
達你的意見，我們必將積極向特區政府及
中央加以反映。大家共同努力，達至朝向
「理想的香港」進發。

「二次回歸」風正帆懸「理想香港」期待建言
黃定光 立法會議員

在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之
際，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

國家在此時間節點訂立實施這部關乎香港
長治久安、關乎「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重要法律，堵塞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的漏洞，使香港的法制體系更加健全，
從而有助於香港的安全與穩定，相信絕大
多數香港市民都是拍手稱讚。
對香港來說，「一國」之本得到鞏固，

「兩制」之利才能彰顯，國家安全與所有
香港人的福祉息息相關，這次立法展現了
中央堅決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
意。該法的通過，是合憲、合法、合情、
合理、合時的決定，是理所當然、民心所
向的治本之策，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
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
護和最大關愛，也為香港真正意義上的繁
榮穩定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了堅
實的安全基石。

事實上，香港國安法立法充分考慮各界
意見，吸納各方建議，回應關切，凝聚共
識，將保障包括香港民衆在內所有中國人
民的安全及利益，令香港的政治、經濟、
社會及民生各方面更穩定，更好發揮背靠
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集中力量發
展，保持繁榮穩定。及至目前頒布實施，
已經清楚列明只針對四方面的嚴重罪行，
包括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
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
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及實施將有效遏制去

年修例風波以來的社會亂象、打擊反中亂
港分子的囂張氣焰。只有國家安全、社會
穩定，人民才能安居樂業。有了國家安全
這個大前提，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

高度自治不變，法律制度不變，香港社會
穩定更有保障，解決發展問題擁有了堅實
基礎，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權利與
自由將得到切實保障，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從此可集中精力，逐一解決經濟民生方
面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香港國安法通過之際，多個「港獨」組

織紛紛宣布解散，這印證該法的通過、實
施，是對香港國安制度漏洞的有效填補，
對有關違法犯罪行為將起到震懾作用，將
保障包括香港民衆在內所有中國人民的安
全及利益，令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及
民生各方面更穩定，有關法律能夠對危害
國安的各類犯罪起到阻嚇作用，能夠給予
外國及本地投資者更大的信心。
本人和全體全港各區工商聯成員堅決支持

香港國安法止暴制亂，恢復香港社會的安
寧、穩定、繁榮，還香港一個明朗的天空。

當前香港受到疫情及經濟下滑雙重打
擊，衆人需齊心協力克服困難，令香港再
出發。希望各界以此次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為新起點，攜起手來，共同為維護香港的
繁榮穩定添磚加瓦，相信香港也定能重新
恢復國際聲譽，再創輝煌。

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具有良好的法治
素養，期望社會日後能夠形成學習、尊
重、遵守香港國安法的良好氛圍，尤其是
加強對青少年學生的普法教育。有國才有
家，國家安定團結，香港才能穩定持續地
發展。相信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法
律體系將更加完備，困擾市民近一年的社
會動盪可以減退，社會秩序將更加穩定，
香港可以重新出發，聚焦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營商環境將更加良好，廣大香港市
民和國際投資者都將從中受益，我們對香
港的光明未來充滿信心。

國安法給予投資者更大信心
盧錦欽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營商環境將更加美好。圖為慶回歸船隊浩浩蕩蕩在維港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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