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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紫荊雜誌社、清華大學港澳研究

中心、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天大研究

院、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主辦的紀念

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慶祝香港國

安法頒布實施暨第五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論壇系列活

動開幕式昨日舉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致辭時指，香港

國安法立法後資金持續流入，所謂「影響投資信心」是罔

顧事實的猜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譚惠珠、香港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清華大學港澳研

究中心主任王振民參加高峰論壇並發言，他們認為，香港

國安法彰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精神和優勢，是香港

恢復和平穩定的「定海神針」，標誌着香港「二次回

歸」。

反 德 干 中 內 政

國安法彰顯「一國兩制」優勢
陳茂波譚耀宗譚惠珠范徐麗泰王振民出席高峰論壇並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將在港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會同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外文
局，編輯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已
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出版，港澳地區由香港和平
圖書有限公司代理經銷，近日將在港澳各主要書店
全面發售。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收入了習近平總書

記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間的報
告、講話、談話、演講、批示、指示、賀信等92

篇，分為19個專題，生動記錄了中共十九大以來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
業、偉大夢想，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動黨
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的偉大實踐，集
中展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充分體現
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的
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統反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著作。
即將發售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分中文

簡體和英文的精裝和平裝版本。

香港國安法單行本出版
另據新華社報道，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單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習近平
談 治 國 理
政》第三卷
中 文 簡 體
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內地高考上星
期結束，因應今年疫情，香港多所自主招收內地
生的大學均已延長報名期至本周，並改以視像面
試，亦有大學增推獎學金及其他便利措施。其中
香港大學預計，疫情持續非本地生申請人數或會
下降，但相信不會影響最終入學人數；該校今年
又針對內地高考生提早開放部分面試名額及推出
有條件錄取，同時新增4年共40萬元的「致知」
獎學金，希望吸引內地尖子。
香港八所資助大學中，包括港大、科大、理

大、浸大、嶺大及教大均採自主招收內地生，今
年疫情內地高考延期下，各校亦相應延長報名
期，其中科大、浸大、嶺大及教大已相繼於過去
3天截止，港大及理大則於今天截止申請。
就疫情對非本地招生的影響，港大發言人回
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指，過往每年港大約招收
700名至750名內地及國際生，不過，今年多個
國際考試機構取消或延遲考試，影響收生計劃，
校方預計申請數字或會下降。不過，因非本地招

生向來競爭激烈，最終入學人數應不會有大改
變。

港大40萬「致知」獎學金吸才
港大又指，已彈性調整今年入學申請計劃，希

望最大程度減低疫情對學生的影響，內地生及海
外生的本科入學面試已全部轉移至網上進行。
港大今年更針對入讀文學士、理學士、工程

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的內地高考生新增「致知」
獎學金，除高考及面試成績外，亦會考慮申請者
的學科競賽與國際比賽表現等，每人最高可獲
40萬港元，分4年發放。

科大每年5.5萬生津吸內地尖子
其他大學方面，科大預計，新學年本科收生

額與往年相若，疫情下招生已以網上形式進行，
亦會安排視像面試，學生至今反應正面。該校又
指，會向包括內地高考等入學成績優異學生按表
現給予獎學金，最多可於本科學習期內每年獲學

費全免及5.5萬港元生活津貼。
理大及浸大表示，內地收生程序仍在進行，

未有相關統計，如需面試，會主要安排在網上進
行；兩校亦會為優秀非本地生提供入學獎學金資
助，助其支付學費、宿費以至日常生活開支。
嶺大指，為保障同學健康及安全，原定於7月
下旬舉行的內地高考生主輪面試會取消，大學會
以高考成績、報讀志願、英語水平、個別課程面
試表現（如有）等作整體考慮，擇優錄取。
教大則會透過網上招生博覽會、簡介會及網

上視像面試等，冀吸引更多非本地生入讀。

恒大盼入境處速處理簽註
私立大學方面，恒大校長何順文昨日表示，

今年有約700名至800名內地生申請該校約150
個名額，反應不俗。他提到，因應內地高考及放
榜延遲，或影響內地生未能及時申請來港簽註，
校方已向入境處等相關部門提出關注，期望能盡
快處理。

港校招內地生 視像面試避疫

有市民團體昨日到德國駐
港總領事館外請願，不滿德

國總理默克爾早前指香港國安法違反基本法的言論，批評德國干預
中國內政，希望德國政府不要被某些居心叵測的政棍誤導，因而誤
判香港情況，損害中德經貿合作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過去一
年，香港經歷了多番挑戰，承受了接連
的暴力襲擊，出現了分離主義的主張，
突顯了在國家安全方面存在的缺口，也
給「一國兩制」的運行帶來前所未有的
衝擊。訂立香港國安法，堵塞了相關的
法律漏洞，從制度上為維護國家安全提
供保障，讓香港社會恢復安全和穩定，
令市民可以繼續安居樂業。

立法無影響投資信心
對於有人說香港國安法影響投資信
心，導致資金外流，陳茂波認為這是罔

顧現實的「主觀猜想」。
他續說，事實上，香港不但沒有出

現顯著的資金外流，更是持續有資金
流入。客觀數據顯示，自今年4月以
來，港匯持續靠近7.7港元兌1美元的
強方區間，並多次觸及強方兌換保
證。香港金融管理局至今已多次入市
承接美元沽盤，共釋出超過1,000億港
元的資金。香港的利息亦持續偏低，
港股走勢轉強，且曾出現單日成交量
超過2,000億港元，反映香港不但沒有
出現顯著的資金外流，更是持續有資
金流入。

陳茂波：續有資金流入本港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在香港國
安法立法決定通過後，香港反對派的核
心人物紛紛表示退出政治圈，有些人甚
至突然改變態度說自己是「一國兩制」
的支持者，有「港獨」組織偃旗息鼓、
宣布解散，更有不少人潛逃國外，足以
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猶
如「定海神針」，維護了香港社會的穩
定和長治久安。
他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的出台恰逢其時，捍衛了香港的
社會穩定以及國家主權安全，且在法律
條文中處處彰顯了對「一國兩制」的堅
持。可以說，這部法律是繼香港基本法

後，中國又一次向世界證明了「一國兩
制」的優勢和可行性，這是國家對歷史
以及14億中國人民負責的表現。
譚耀宗認為，香港國安法不僅為香

港保駕護航，更重要的是它標誌着香港
「二次回歸」的開始。「二次回歸」的
實質是要回歸「一國兩制」的初心，完
善和豐富「一國兩制」的各項執行機
制，而這些都突出體現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條文中。他強調，
「二次回歸」中，人心回歸應是重中之
重。香港國安法是一個非常好的讓香港
青少年真正了解國家和國家安全的契
機。

譚耀宗：標誌港「二次回歸」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
透過視像發言表示，香港國安法充分
體現了中央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的堅定承諾，這部法律的立法是溫和
的、最低程度的立法，保障香港自身
及整個國家的安全。
王振民表示，香港國安法出台後，
社會各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讀，產
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也形成了廣
泛的共識。其中有四個基本事實：
一、香港回歸以來各方面都有長足的
進步；二、回歸後香港取得的成績除
了港人的努力拚搏外，得益於「一國
兩制」和香港基本法；三、「修例風
波」極大影響了香港經濟民生、重創
法治秩序；四、依靠香港特區自身力
量和資源不能讓香港恢復過去的安定
和繁榮。

港需護國安法律堵漏
他表示，基於這些事實，香港居民

產生了一些共識，包括香港不能再亂
下去，必須早日恢復常態，讓「一國兩

制」重回正確的軌道；香港需要一部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補足法律漏洞和制度短板；在目
前形勢下，必須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要保持「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長期不變。
他又指，如果比較世界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的立法十分溫和，是最低程度、最低
標準。如果沒有這部法律，香港以至整個國家
可能會出現重大的國家安全危機，所以它也是
一部「保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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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
香港國安法與香港基本法同屬全國性法
律，國安法不是基本法的附屬法律，與基
本法平排並列；國安法凌駕香港法例，沒
有機制可令香港法庭認為一個全國性法律
牴觸了基本法。
譚惠珠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周以
來，她留意到兩個問題，一是國際社會關
注的其是否破壞「一國兩制」，二是香港
法律界關注的其是否違反基本法；兩個問
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她表示，基本法的有關條文說明，國家

安全立法和建立執行機制，不屬於香港的
高度自治範圍。無論是單一制國家或是聯
邦制國家，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和建立執行

機制，都屬國家事權，而非一個地方政府
的事權。從法理原則和國際慣例來講，將
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送往中央最高司法機
關進行審判是通例，不過，中央顧及「一
國兩制」的安排，將大部分案例讓香港審
判，說明國家在保護「一國」的前提下，
充分尊重「兩制」。
她又指，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都是

全國性法律，「它們是平排並列的。」國
安法通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成為香港法
律，成為用來訴訟和審判的一部分，不等
於它變成了基本法的一個附屬條例，它仍
是一個本身跟基本法並排的全國性法律，
且補足了基本法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缺
口。

譚惠珠：補足維護國安缺口

香港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表示，香港
國安法立法後，眼前的危機只是暫緩下
來，並沒有消失；國安法給了香港一個再
出發的契機，但任重而道遠。
她表示，香港國安立法後，眼前的危機

只是暫緩下來，並沒有消失。反對派依然
危言聳聽，虛假宣傳仍在網上大肆流傳，
西方國家跟境外勢力還通過或明或暗的方
式，威脅、煽動、資助、培訓部分頭腦簡
單的年輕人，暴力的事件雖然減少，但並
非完全沒有。
她說，現在反對派正着力希望通過9月的

立法會選舉拿到過半數席位，從而反對特區
政府提出的議案、提案、法律草案等，直至
政府「投降」。她呼籲所有香港市民思考，
這樣的做法是否真的對香港好？外國政要聲
稱要保障「一國兩制」，但是否制裁香港就
可以保障「一國兩制」？
她表示，香港國安法實際給了香港一個

再出發的契機，但任重而道遠，很多工作
需要徹底貫徹、堅定決心去做；特別是在
加強公職人員和青少年對憲法和基本法的
教育，國情、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教
育，這是未來特區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

范徐麗泰：給香港再出發契機

■紀念香港
基本法頒布
30 周年、
慶祝香港國
安法頒布實
施暨第五屆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論
壇系列活動
開幕式昨日
舉行，賓主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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