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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民
建聯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認為
能夠堵塞香港在保障國家安全上
的漏洞，同時能有效打擊暴亂，
消滅各種動亂之源，避免香港 「
攬炒」 ，全民受害；同時穩定社
會狀況，令香港重新出發，讓特
區政府和社會集中精力解決香港
各項深層次問題，令經濟持續發
展和改善民生福祉，讓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

避免香港攬炒
民建聯

工聯會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
堅信法律有助止暴制亂，堵塞國家
安全漏洞，讓香港社會盡快恢復秩
序，廣大市民利益得到保障，安居
樂業，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強調有國才有家，立法是充分保
護國家、守護香港的做法。另外，
港區國安法公布後，一眾反對派及
黑暴分子垂死掙扎，再度極力哀求
外部勢力 「打救」 ，足見國安法擊
中他們的痛處。

有助止暴制亂
工聯會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
民黨歡迎及堅定支持港區國安法，
又指香港目前在國家安全的法例方
面的確存在漏洞，對分裂國家、顛
覆、本土恐怖活動及外國滲透等罪
行欠缺法律處理。而港區國安法有
助填補法制漏洞，賦予執法部門足
夠權力，以此遏止過去一年危害國
家安全、鼓吹 「港獨」 及黑暴，有
助恢復香港社會安寧及秩序，讓 「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堵塞法制漏洞
新民黨

經民聯堅定支持港區國安法立
法，認為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長期
缺位，危害國家安全和主權。另外
，去年至今的黑暴近乎本土恐怖主
義級別，嚴重衝擊本港法治秩序和
營商環境，嚴重損害市民的生命財
產安全和基本權利自由，嚴重挑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經民聯認

為，立法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亦能保障香港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
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改善民生經濟
經民聯

梁君彥：立法有必要 冀特區政府多解說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支持通過港區國安
法，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多做解說工作
以回應市民及國際社會關注。他亦呼
籲社會應以開放和務實態度看待立法
，強調立法有利本港經濟發展。

梁君彥提到，港區國安法針對的
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
施恐怖活動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

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而法律
將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經徵詢基本法委員會
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將相關法律納入
《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公布
實施。

梁君彥表示，為了維護國家安
全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並鑒於香
港現時的具體情況，他支持及理解中

央訂立港區國安法，認為有必要及迫
切性。

「一國兩制」方針不變
梁又表示，很高興看到中央政府

及特區政府均說明港區國安法通過後
，在香港實施 「一國兩制」 的方針不
變，亦不會影響到港人與國際投資者
一直依法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包括遊行集會、言論、出版和新聞自
由等，日常生活不受影響。

梁君彥相信，立法能夠有利本港
經濟發展，亦能夠保障市民的生命財
產，讓各人安居樂業。他希望，特區
政府的行政機關多做解說工作，回應
本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的關注，呼籲
外界應以開放及務實的態度去看待國
安立法。

建制派：立法助港擺脫暴力和動亂
堵塞國安制度缺口 無損市民權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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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會議高票通過
，授權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
國安法決定草案。立法會建
制 派 議 員 發 表 聯 合 聲 明 ，
堅 定 支 持 通 過 港 區 國 安 法
， 在 香 港 建 立 健 全 國 家 安
全 法 律 制 度 及 執 行 機 制 ，
以 堵 塞 保 護 國 家 安 全 的 制
度缺口，助香港從根本上擺
脫暴力和動亂，同時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讓 「一國兩制
」 行穩致遠。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安全

▲梁君彥認為，鑒於香港現時的具體情況，他支
持及理解中央訂立港區國安法，認為有必要及迫
切性 大公報記者攝

全體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下午會
見傳媒並發表聯合聲明，對全國人大正
式通過港區國安法表示堅定支持。建制
派立法會召集人廖長江宣讀聲明。聲明
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最
高權力機關，擁有憲制權力和必然責任
維護國家及人民安全，確保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可在國家領土內包括香港有效落
實。

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聲明指出，建制派議員認為香港作

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有責任及義務
保護國家安全，惟香港至今已回歸祖國
23年，卻一直未能履行按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自行立法的憲制責任，令國家安全
的保障存在漏洞。此外，聲明亦提到過
去一段時間黑暴越演越烈，同時有政治
組織和個人公然主張 「公投自決」 及 「
香港獨立」 ，勾結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
政及香港事務，以暴力手段破壞香港法
治和社會秩序，企圖以恐怖主義手法在
香港推行 「顏色革命」 等，顯示香港存
在國家安全風險。

聲明強調，建制派議員在上述情況
下堅決支持全國人大的決定，在香港建
立健全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
以堵塞保護國家安全的制度缺口，並指
立法決定有助香港從根本上擺脫暴力和
動亂，同時可讓市民回復和平安穩的生
活，亦不會損害香港居民所享有的權利
和自由，重申立法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讓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而反對派則繼續抹黑港區國安法，
又以外國表達所謂的關注為藉口，批評
立法將令香港在國際聲譽受損。公民黨
楊岳橋、郭榮鏗及陳淑莊宣稱立法等同

香港走向 「一國一制」 ；民主黨胡志偉
稱，立法後影響各國在港的投資，威脅
立法將令香港失去應有的核心價值和國
際地位；工黨張超雄則聲稱，香港的言
論自由將受嚴重限制，香港將進入 「黑
暗」 時代。

針對反對派議員多次勾結外國勢力
並公開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工聯會麥美
娟痛斥反對派議員過去曾在立法會會議
上公然呼籲外國制裁香港，邀請外國勢
力干預，她認為這種行為一定要制止，
否則香港的亂象不會結束，因此她希望
香港國安立法能夠盡快公布及實施。

民建聯李慧琼則表示，香港社會普
遍支持港區國安法，她特別提及並感謝
所有參與撐國安法陣線簽名活動的義工
，在五天內開設超過2500個街站，共有
逾185萬人參加聯署。

11院校學生會抹黑立法 八大學校長續沉默
【大公報訊】記者北洛報道：11

間大專院校學生會昨日發表所謂聯合
聲明，對港區國安法極盡抹黑之事，
不僅抹黑中共為 「暴政」 ，還煽動要
「掀起一場時代革命，重奪屬於港人

的香港」 。
唯本港八大院校校方繼續沉默，

對港區國安法未有回應。有學界人士
認為奉公守法市民並不受國安法影響
，呼籲大學學生會多加關心學生福
祉。

科技大學、公開大學、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城市大學、樹仁大學、
恒生大學、教育大學、嶺南大學、理
工大學及浸會大學等11間大專院校的

學生會及臨時行政委員會，昨日發出
所謂聯合聲明，聲稱 「這是香港人的
最後一戰，我們決不能屈服於強權之
下」 ，還煽動要 「掀起一場時代革命
，重奪屬於港人的香港」 云云。

教聯會支持通過港區國安法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

，港區國安法早前已有很多相關解釋
，實際上市民並不會受到影響，真正
會影響到的只有一小撮別有用心、作
奸犯科的人。張表示，作為奉公守法
的普通市民，希望的是社會安定。若
商人要進行投資，也會希望在安定的
地方投資。

張民炳呼籲學生會多加關心學生
福祉，而不是花時間、精力去做這些
與同學沒有那麼相關的事情。

教聯會支持港區國安法通過，認
為近年 「港獨」 思潮入侵校園，荼毒
莘莘學子，不少學生參與街頭暴力事
件，情況令人擔憂。透過相關教育，
有助提升學生對國家認同及民族意識
，從而保障國家安全。

教聯會要求教育局在立法後須盡
快給予學校相關教材，並為教師提供
培訓，除了教導港區國安法針對的四
類行為外，亦要令學生明白香港作為
特區，在保護國家安全上的應有之
義。

◀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昨日下
午會見傳媒，
由建制派立法
會召集人廖長
江宣讀聯合聲
明，表示堅定
支持通過港區
國安法
大公報記者攝

美港貿易戰 美國是輸家
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藉口中國人大
通過進行港區國安
法立法，威脅暫停

給予香港出口貨品到美國的特殊關稅
待遇，粗暴干涉中國內部事務。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昨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全
體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會後有委員引
述夏寶龍表示，中央已忍了很久，準
備好抗擊外部勢力的干預，又預計香
港最近會受到衝擊，甚至出現更壞情

況，但都不會動搖中央落實 「一國兩
制」 和訂立港區國安法的決心。

這顯示出北京早已將美國霸凌行
為及可能採取的措施作 「沙盤推演」
，亦作好最壞打算。不管打金融戰、
貿易戰還是外交戰，在國家主權不容
干涉、維護香港長治久安的大原則下
，北京必將奉陪到底。

中美之間角力，西方國家的圍堵
，自建國以來從未停止。中國人憑着
堅毅不屈的精神，在逆境中成長，讓
中國經濟實力更加強大。

外強中乾的美國，只是憑藉美元
霸權在世界上橫行霸道。若美國在經
濟上對香港實施制裁，香港雖然會出
現短暫困難，但香港有內地龐大腹地
及 「一帶一路」 優勢，經濟轉型只會
走上康莊大道。反觀美國，對港徵收
巨額關稅，最後仍然是美國消費者埋
單。

誰勝誰負，未開戰已知結果。美
國若貿然策動美港貿易戰，香港美商
及美國消費者都是輸家，香港只會受
短暫影響。

英外相出口術 聲稱延BNO居留期半年

市民嘲英假仁假義玩煽惑
【大公報訊】全國人大昨日通過關

於港區國安立法的決定，決定闡明，國
家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和境外勢力以任何
方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採取必
要措施予以反制。話音未落，英國外相
藍韜文（Dominic Raab）接受英國廣播
公司（BBC）訪問時說，香港30萬名英
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現
時只可以在英國逗留六個月，但假如中
國實施港區國安法，英國政府會將六個
月的居留期限延長至12個月，並容許申
請就業和上學，為他們申請成為英國公

民提供途徑。
有關言論隨即在網上引起熱議，有

市民揶揄英國人根本就是 「出口術」 ：
「時間仲少過留學簽證，舉英國旗嗰啲
真係情何以堪！」 市民Yeung Denny在
網上留言： 「講起就火滾，是誰先以鴉
片毒害中國人？再以武力佔據香港？現
在厚顏無恥說什麼責任仁義道德？先讀
歷史吧！」 還有市民分析說，年輕暴徒
一般都沒有BNO， 「講嚟講去咪又係要
有錢或專才先有用囉，你問吓出去衝嗰
班幾多有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