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月娥表示，夏主任的講話帶出了香港國安法不單是香
港止暴制亂的定海神針，還根本性地完善了 「一國兩制」 在香
港的貫徹落實，令 「一國兩制」 可以繼續行穩致遠。夏主任用
了八個字，指它有 「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的成效。

她又說，特區政府未來有五方面工作需進行，包括完善維
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及修訂個人私隱
條例草案；推進涉嫌違反國安法案件的司法程序，將涉案者繩
之於法；加強指導學校、大學、社會團體、傳媒及社交媒體的
工作；做好推動全社會認識國安的教育工作；以及面對未來三
場重要選舉，在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中做好把關審查工作，
確保 「愛國者治港」 。

李家超：須排除偽裝效忠者
另外，對於夏寶龍肯定特區政府在落實香港國安法的成

績，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感到非常鼓舞，強調特區政府會全面深
化落實香港國安法，繼續努力鞏固香港國安法的效果，為國家
和特區保駕護航。他表示，資格審查委員會必定嚴格審查候選
人的資格，把偽裝擁護基本法、偽裝效忠特區的人，排除在特
區管治架構之外，切實維護 「愛國者治港」 方針。特區政府會
全力做好政策，聚焦處理社會不同問題，包括經濟、民生、房
屋、教育、青年發展等，同時把握好國家 「一帶一路」 和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陳茂波：安全穩定才有商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發揮了止

暴制亂、撥亂反正、定海神針的作用，從根本上堵塞了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的漏洞，斬斷了外部敵對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對國
家安全的危害。國安法實施一年，讓香港從黑暴動盪中，回復
穩定、有秩序和安全的生活，及良好的營商投資環境。金融市
場興旺，不管是新股集資額、還是港股交投均大幅上升，銀行
體系總存款額更升逾5%至14.9萬億港元。安全穩定的環境、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亮麗前景，為香港提供龐大的商機。

陳茂波呼籲社會各界用好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積極
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把握好國家發展戰略，勾畫出香港美好
的願景，訂立明確的奮鬥目標。 「香港正面對土地房屋、貧富
懸殊等深層次問題，須堅定不移地破解矛盾，解市民之困。」

鄭若驊：國安必定帶來家好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認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

年，習近平總書記指明了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是全面建成社會
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那麼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將會是
什麼景象？我認為必須要理解 『一國』 是 『兩制』 的前提，打
好 『一國』 的基礎，繼續全面落實香港國安法，堅守 『一國兩
制』 的原則， 『兩制』 才可以發揮優勢，香港的前程必定會更
美好， 『國安』 必定會帶來 『家好』 。」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昨日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
與展望」 專題研討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研討會後表示，中央
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及特區的管治者

充滿期盼，特區政府將開展五方面工
作，深化香港國安法在港的實施，包
括對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以
及做好未來三場選舉的審查把關工作
等。另外，多名司長亦對夏寶龍在會
上的講話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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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須嚴格把關 杜絕偽愛國者入閘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各大政

黨非常認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講話，認為
嚴格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十分重要。特
區政府亦要嚴格把關，防止偽裝愛國者 「入
閘」 ，不能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進入
管治架構。他們期望，管治者可以做到德才
兼備，有能力管治香港，同反中亂港勢力鬥
爭，亦要有力破解社會民生矛盾。

民建聯表示，非常認同夏寶龍的講話，
並促請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必須全方位重
視，包括在立法層面、宣傳教育，及各項選
舉活動，都要致力體現夏主任的針對性要
求。同時，我們期望特區政府官員應繼續致
力推動經濟，改善民生，務求做到夏主任所
指的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的愛國愛港管治
者。民建聯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堅定不移地持
續推動各項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並呼籲社
會各界及全港市民支持特區政府，共同維護

國家安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亦表
示，未來會盡己所能，繼續呼籲和推動香港
社會各界維護國家安全，形成落實香港國安
法、捍衛國安法的新局面。

管治者須有能力破解社會矛盾
工聯會全力支持嚴格把關，認同治港人

才必須愛國，勇於維護國家安全，德才兼
備，有能力管治香港，同反中亂港勢力鬥
爭，亦要有力破解社會民生矛盾，包括 「住
房難」 的問題。工聯會將一如既往發揮愛國
愛港主力軍作用，勇於維護國家安全，無懼
鬥爭，更積極參與到施政層面。工聯會認同
必須繼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包
括基本法第23條立法，推進國安法案件的司
法程序，亦要加強指導學校、社會團體、傳
媒及社交媒體等。

經民聯認為，夏寶龍的講話為全面準確

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進一步指明方
向，有助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新局面，譜寫長
治久安新篇章，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
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聯盟促請特區政府嚴正執法，進一步完
善維護國安法制，包括做好基本法23條本地
立法，並持續進行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國
情教育等方面的宣傳和培訓，保持社會和諧
穩定。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認為，嚴格落
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十分重要。現時可以
看到完善選舉制度和公職人員宣誓工作正得
到逐步落實，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一些攬炒
派區議員僥倖抱有 「漏網之魚」 的心態，以
為可以逃過法律制裁，實則是異想天開。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破壞香港法治之人，必
將受到嚴懲。她建議，除宣誓工作外，有必
要依法取消反中亂港分子的參選資格。

◀◀▲▲特首林鄭月娥特首林鄭月娥（（左起左起）、）、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均表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均表示，，
會繼續深化實施國安法會繼續深化實施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發揮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巨大作用。

特首：將深化國安法在港實施
着力五方面工作 推動23條立法 做好選舉把關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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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愛國者治港鐵的底線 香港未來必將越來越美好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來，香港實現 「由亂到

安」 的可喜變化。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昨日指出，事實雄辯證明國安法是
保香港安全、安定、安寧之法。他對香港未來發
展提出 「四個期盼」 、 「一個原則」 、 「五個善
於」 等重要指示。夏寶龍主任的講話飽含對香港
的深厚感情，對香港未來寄予了深切厚望，對下
一階段的工作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刻的指
導意義，在香港社會引起了強烈共鳴。

回想一年多前， 「港獨」 猖獗、 「黑暴」 肆
虐、 「攬炒」 橫行，許多市民至今仍心有餘悸。
國安法頒布實施後，一舉扭轉了香港亂局，實現
了重大轉折：維護國安 「不設防」 的歷史得以終
結，徹底粉碎了港版 「顏色革命」 ；告別動盪不
安的局面，社會逐步安定；管治秩序恢復正常，
施政環境得以改善；愛國旗幟高高飄揚，社會正
氣充分彰顯；社會對 「一國兩制」 信心倍增。

出現這些顯著的變化，是中央政府堅強領導
下的結果，也離不開香港社會各界的努力。夏寶龍
主任在講話中專門從四個方面作出高度肯定：特
區政府及其管治團隊堅決扛起全面落實國安法的
責任；香港警隊 「忠誠護國安、勇毅保家安」 ，
嚴正執行國安法；愛國愛港人士眾志成城 「撐國

安」 ，凝聚起維護國安法的強大合力；國際社會
正義力量仗義執言，形成支持我國維護國安正義
立場的強大聲勢。正是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
港國安法 「落地生根、虎虎生威」 ，成為香港繁
榮穩定的 「守護神」 。

但國安法的成功實施絕非 「終點」 ，而是新
時代的 「開端」 。夏寶龍昨日提出了一個令人充
滿美好期盼的 「未來之問」 ：大家可以暢想一
下，在我們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
候，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將會是一種怎樣
的光明景象？他並進一步提出了四個 「期盼」 ：
那時的香港經濟更繁榮，社會更和諧安寧，告別
劏房和 「籠屋」 ；民主制度有更大進步，全民都
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愛國者治港」 全面
實現，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會增添
新的桂冠，將成為活力四射、高度文明的現代化
大都會。

四個 「期盼」 展現了一幅香港未來發展的美
好藍圖，令人心馳神往。或許有人會問，香港真
的能實現嗎？其實，客觀條件已經賦予了香港發
展的可能，關鍵是能否抓得住、把得牢、瞄得
準。發展絕非一蹴而就的，香港發展 「大有可
為」 ，但 「大有可為」 的前提是必須嚴格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全面深入實施香港國安
法，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任務還很重。以當前而
言，必須確保選委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在內的
三場選舉順利進行，尤其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堅決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特區管治
架構之外。 「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
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區管治架構，變成管治
者」 、 「這是一條鐵的底線」 。夏寶龍明確指
出，要堅決落實新選舉制度有關規定，發揮好選
舉委員會的整體作用和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把關作
用，嚴格把好有關提名關和資格審查關，並做到
全流程監督審查，堵住任何可能出現的漏洞。那
些反中亂港分子、外國勢力的政治代理人，絕不
能放進一個。

二是要確保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
對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管治者，必須符合 「五個
善於」 的要求：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善於
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做擔當作
為的愛國者；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做為民愛民的
愛國者；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做有感召力
的愛國者；善於履職盡責，做有責任心的愛國
者。這是中央對特區管治者提出的高標準、高要

求，同時也是對港人對未來管治者期望的全面回
應。

國安法是保港的 「定海神針」 ，也是反華勢
力的 「心頭大恨」 。就在昨日，美國當局又對中
方官員作出所謂的 「制裁」 ，企圖阻撓香港國安
法的全面落實。夏寶龍主任昨日對此指出： 「這
些對我們毫無意義的所謂的制裁，只能更加激起
我們的憤怒和對你們的蔑視，只能不斷敲響你們
在香港的代理人——反中亂港分子的末日喪鐘，
只能是搬起石頭重重地砸在你們自己的腳上。歷
史的長河已經無數次證明，勝利一定屬於不屈不
撓的中國人民！」

一字一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是對所謂
「制裁」 的極度蔑視、是對亂港勢力的警告，更
是對全體港人的堅強支持和有力鼓舞。

香港市民堅信，有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
勢，有憲法和基本法的重要保障，有香港國安法
的有力護佑，有共建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帶來的重大機遇，香港必
將變得越來越安全、越來越美好、越來越有魅
力。堅定信念，暢想未來。在 「愛國者治港」 新
時代下，香港未來一定能成為 「全世界都為之心
馳神往的新的東方明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