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安法提供落實「愛國者治港」更好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昨日的「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的香港分會場內，多名香港嘉賓在會上作主旨發言及參

與專題研討。他們在會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特區政府提供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更好基礎。特區政府要堅定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集中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有國家作為後盾，香港必然堅不可摧。

在專題研討會上作主旨發言
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
惠珠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特區政府只要堅定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和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
國家作為後盾，香港必然堅不可摧。
她續說，由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治港非常重
要，特區治港團隊必須是有才、有德、有能力的愛
國者。香港市民期望社會有新面貌，因此管治者要
有戰略思維，可以科學性地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
這些管治者亦必須「貼地」而且有政績。

譚惠珠：治港團隊必須有才有德有能力
在專題研討會上作主旨發言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會後

向媒體表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為特區提供更好基礎，相信特區的
管治問題將會得到妥善解決，又相信特區政府在未來3場選舉審查候選
人資格方面必定會相當嚴厲，以確保特區所有管治架構都掌握在愛國
者手中。

劉兆佳：料嚴厲審查選舉候選人資格

在專題研討環節上發言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在會後向媒
體表示，會上多位講者都提及香港社會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有憲制責
任。他並認同，無論是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以至其他公職崗
位，都需要有足夠能力和承擔的愛國愛港者。

陳弘毅：認同公職崗位需愛國愛港

專家：維護國安是港府憲制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多名在京出席「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的專家學者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國家的根

本責任，同時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區政府應該重視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立法任務。同時，香港的民主是有底
線的，必須以國家安全為前提，而要實現善治，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循序漸進，不能冒進。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全國港澳研
究會理事韓大元在會後見媒
體時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
國家的根本責任，同時也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憲制
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七
一」講話中特別談到，要落實好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這是針對特別行政
區講的。香港國安法第七條也明確規定，特別行政
區要盡早制定基本法所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完善國家安全的相關制度。香港特區政府應
該從這個高度重視立法任務，確保通過構建特別行
政區有效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來維護國家安全。

韓大元：確保構建有效國安法制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平學在

會後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在香港由亂及治，以及維護香港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使「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鄒平學：國安法實施以來 港由亂及治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陳端洪昨日在會後表示，香港的民主是有底
線的，必須以國家安全為前提。香港的民主要實現善治，不能照搬西
方模式；要循序漸進，不能冒進。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後，一些西方國家總是指責香港國安

法與選舉制度改革與普選目標不一致，又說香港的民主發展受到了阻
礙，這些都是誤解或者說是故意的誤導。國家安全是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和根本保
障。只有「愛國者治港」，香港才可能有更好的發展，有更好的未來。

陳端洪：港民主必須以國安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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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一眾立法會議員表示，全
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的講話對
「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提出具體要求，對治港者有重要
的提醒及指示作用。同時，特區政府必須防患於未然，在未來3
場選舉嚴格把關，確保選出符合要求的愛國者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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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夏
寶龍主任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後，就香
港社會如何持續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提出針
對性的具體要求，非常及時和恰當，對香港
社會有重要的提醒及指示作用。

李慧琼：夏主任要求及時恰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夏寶龍的
發言具體明確表示「愛國者治港」如何執行，
並清晰向有意參選者點明加入香港特區管治架
構的要求，即要符合愛國者的基本條件，更需
要有德有才，而香港未來的3場選舉非常重
要，相信香港的資審會需要進行嚴格把關。

梁志祥：料資審會嚴格把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為，夏寶龍在
會上提到香港房屋問題，反映中央政府有決
心協助香港處理房屋問題這個深層次社會矛
盾。他期望在中央政府全力協助下，某些積
存已久的結構性問題或情況可以得到大刀闊
斧的改革。

柯創盛：盼中央助解決結構性問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未來會與
民建聯其他同事一起積極貫徹落實夏寶龍主
任提出的重要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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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勳：推動社會各界維護國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國安法已
經順利實施一年多，在止暴制亂方面成效明
顯，就算其他外國勢力想要嘗試繼續干預香
港也只會是徒勞。

陸頌雄：外力干港只會徒勞

經民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認同夏寶
龍主任說，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經濟金融繼續堅
挺。過去一年，香港股市及樓市持續暢旺，香
港銀行體系沒有明顯資金流出跡象，過去數個
月更有5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反映國際投資
者以實質行動對香港投下信任一票。

林健鋒：投資者對港投信任一票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香港再無
「政治順風車」可搭，愛國者不僅要敢於同損
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損害香港繁榮
穩定的言行作鬥爭，更要有真材實料，為特區
管治出謀獻策。

梁美芬：愛國者須出謀獻策

新界鄉議局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表
示，特區政府要繼續防患於未然，並要在未來
3場選舉嚴格把關，確保「愛國者治港」，絕
不能容許任何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管治架構。

劉業強：不容反中亂港者入管治架構

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
本地立法需要逐步落實，將國家安全漏洞降至
最低，並要嚴格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容海恩：嚴格落實「愛國者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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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由亂轉治，為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正常運
作提供保障，有利穩定投資環境，增強了香港工
商企業和海外投資者對本港營商的信心。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

夏寶龍的講話讓大家更加充分地認識到實施國
安法的深遠意義，同時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整體利
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護和最大關切。

香港總商會主席王冬勝
香港國安法落實一年，為香港打造一個穩定的

營商環境，使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重回正軌、穩健
發展，同時改善民生，使市民安居樂業，引領香
港繁榮發展、長治久安。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

香港國安法起了正本清源作用，令香港社會由
亂到治，期望香港今後可以長治久安，市民安居
樂業，並感謝國家對香港的照顧與關愛。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

夏寶龍的講話進一步為香港前景，以及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藍圖打了一支強心針。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秘書長龍漢標

深為夏寶龍的講話感動，並深感中央的決策英
明正確，挽救了香港，挽救了「一國兩制」，展
望第二個百年的香港，將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馳
神往的新的東方明珠。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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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舉行的「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香港會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會後向媒體表示，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特區政府、社會各界或特區內的管治者都充滿期盼，希望透過行政長官領導的特

區政府肩負起更大的責任。她和與會的同事都深受鼓舞，同時亦知道任重道遠。未來，特區政府會展開5方面的工作，包括完

善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處理好國家安全案件的調查和檢控工作，加強指導、督促和管理學校、大學、社會團體、傳

媒及社交媒體等機構的工作，推動全社會認識國家安全的教育工作，及處理好未來3場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向傳媒表示，2019年
的「修例風波」令香港社會

上了寶貴一課，令整個社會明白
到不能再容忍香港在國家安全方
面的缺口；讓特區政府更明白香
港社會存在着很多危害國家安全
的風險，不能再視而不見；令很
多團體和組織的負責人明白，不
能對於長期潛伏在其機構或工作
中的危害國家安全風險掉以輕
心。
她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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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夏寶龍所指，香港國安
法有「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成效。
林鄭月娥指出，夏寶龍主任就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所

作的回顧和展望都十分詳細，「特別是夏主任認為有了香

港國安法，香港是大有可為，這是非
常積極、正面。」
她說，夏寶龍對特區政府、社會各

界或特區內的管治者都充滿期盼，希
望透過行政長官領導的特區政府肩負
起更大的責任。為符合中央對特區的
期盼，她直言尚要展開很多方面的工
作，而首要工作就是深化香港國安法
在香港的實施。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未來有5

個方面的工作需要進行：
一是完善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包括積極籌備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工作和完善其他現有法律；
二是處理好國家安全案件的調查和檢控工作，將涉案的

違法者繩之以法；
三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九條，加強指導、督促和管理學

校、大學、社會團體、傳媒及社交媒體等機構的工作，避

免其產生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
四是按香港國安法第十條，推動全社會認識國家安全的

教育工作；
五是處理好未來3場選舉，特別是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

於候選人的資格審查工作做好把關，因為要國家安全，首
先需要有「愛國者治港」。

感謝夏寶龍高度評價警隊落實國安法工作
特區去年根據香港國安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擔

任委員會主席的林鄭月娥表示，感謝夏寶龍昨日肯定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過去一年多履職盡責地實施香港國安法，
特別是高度評價香港警隊在落實國安法的多方面工作。
林鄭月娥強調，她和與會的同事昨日都深受鼓舞，但亦

知道任重道遠，在未來的日子尚要展開大量工作，才可深
化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正如夏主任所說，唯有國
家安全，香港才安全；唯有香港安全，市民才可過安寧、
快樂的生活。」

政協委員：選出愛國者治港 實現良政善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研討會上的講話，多名全國政協委員表示，國安法不但引領香港走出了困局，還為香港

落實新選舉制度保駕護航。未來香港通過3場選舉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治港，聚焦經濟民生，實現良政善治，將能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常委陳馮富珍表示，展望未來，在國安法護航下，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做好三個選舉工作，確保「一國兩
制」成功落實，特區政府團結港人在政治、經濟、民生等方面
為市民辦實事、贏民心。

陳馮富珍：確保「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表示，實現良政善治，人才是關鍵，香
港需要培養大量有管治才能的堅定的愛國者，擴大引入不同範
疇、不同領域、不同年齡層的人才，委任更多青年精英加入政
府諮詢組織，設立更多政治人才的培訓機構，為特區政府選
拔、培養、輸送管治人才。

林建岳：實現良政善治 人才是關鍵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表示，夏寶龍主任令他感受到中央政府
對香港的關懷，愛護和支持。夏主任期間提到香港房屋的問
題，一句「告別劏房」，說出了港人的心聲，也令港人深深感
受到中央對香港的了解和關愛。

胡定旭：「告別劏房」說出港人心聲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表示，香港未來一年內將舉行3場重要選
舉，社會各界需要根據夏副主席講話有關管治者需德才兼備的5
方面要求，多元推動培養愛國者人才計劃，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展
示才華的舞台，務求把更多管治能力強的愛國者送入管治架構。

吳良好：推動培養愛國者人才計劃

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表示，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維護其國家
安全的法律，否則難以發展。雖然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但社
會上仍有人不死心，企圖以各種方法施行暴力，因此港人絕不
能掉以輕心，同時加強彼此對這部法律的理解。

林淑儀：有人不死心 港人勿掉以輕心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表示，未來必須按
照夏寶龍所提出的5點要求，確保只有能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可以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矛盾與問題、能為民眾辦實
事、且具感召力、能履職盡責的愛國者才可擔起治港重責。

施榮懷：按5要求愛國者擔治港重責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表示，國安法是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香港每位市民都應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
責任，同時確保3場選舉能夠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確
保特區政府施政順暢，帶領經濟盡快回復發展。

王惠貞：市民負維護國安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黃志祥表示，特區政府要更好宣傳推廣國安法
的實施，讓市民更加了解國安法，更好地遵守國安法，更好發
揮國安法的重要作用，維護香港的憲制秩序，保持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黃志祥：要更好宣傳推廣國安法實施

全國政協委員屠海鳴表示，夏寶龍主任再次關於全面深入實
施香港國安法、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論述，給香
港同胞注入巨大精神動力；對於香港重回正軌、重新出發、重
鑄輝煌，有着深遠的現實和指導意義。

屠海鳴：講話注港巨大精神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吳換炎表示，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令香港由亂轉
治，令香港市民能夠過上安寧的生活。香港市民大部分是擁護
國安法的，雖然目前仍有些西方勢力在蠢蠢欲動，死性不改，
企圖顛覆政權，但他們的目的是不可能達到的。

吳換炎：大部分市民擁護國安法

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表示，通過落實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
愛國者治港，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有效落實，憲
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香港各種深
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陳清霞：愛國者治港 深層問題方解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表示，國安法為香港落實「愛國者治
港」新的選舉制度，保駕護航，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我們應
積極作為，保證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堅持愛國主義
教育，在香港社會樹立國家觀念，發揚民族精神，以國家利益
為重，建立德才兼備、有本事有能力幹實事的愛國愛港力量。

張學修：必須堅持愛國主義教育

全國政協委員姚志勝表示全國政協委員姚志勝表示，，為構築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為構築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
壁壁，，社會各界更需支持特區政府社會各界更需支持特區政府、、香港警隊和各個維護國安的香港警隊和各個維護國安的
機構機構，，用足用好國安法用足用好國安法，，消除國安風險點消除國安風險點，，讓香港更好融入國讓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家發展大局，，為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事業作新貢獻事業作新貢獻。。

姚志勝姚志勝：：支持用足用好國安法支持用足用好國安法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亦發表聲明，表示夏主任對愛國者5點要求，是一杆用人
標尺，也是當前香港社會所需，如此愛國者才可擔起治港重責，也才能照亮香港「一
國兩制」璀璨前途。管治者不僅要堅定愛國，更要聚焦廣大市民關注的事，以施政業
績取信於民。

省政協委員聯誼會：5要求是用人標尺

港代表：「愛國者治港」任重道遠 嚴防「政治病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多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
表講話後表示，「愛國者治港」任重道遠，要嚴防「政

治病毒」，相信有國安法的保駕護航，香港可以通過選
舉選出有能力的愛國愛港之人，引領香港在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大有可為。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香港國安法在
香港起了止暴制亂的作用，令社會回復平
靜。特區政府未來需處理好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的立法工作，及做好3場選舉的工作，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譚耀宗：國安法助止暴制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愛國者治港」
任重道遠，香港在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偉大征
程中大有可為。管治香港、建設香港絕非易事，
要靠堅定的信念、過硬的本領、實幹的決心、團
結社會的感召力和赤膽忠誠的責任感。

吳秋北：管治香港建設香港非易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香港需要繼
續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嚴防「政治病
毒」，通過選舉，選出有能力的愛國愛港之
人，引領香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
程中大有可為。

陳勇：選出有能力愛國愛港之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龍安認為，未來必須加

強指導學校、大學、社會團體、傳媒及社交媒
體的工作，確保有關人等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推動全社會認識國安工作，「愛國者治港」落
實到行動上。

林龍安：推動全社會認識國安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示，未來香港需
要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好好把握
3次選舉機會，相信有香港國安法的保駕護
航，香港未來將充滿無限發展前景。

蔡毅：好好把握3次選舉機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

陳曼琪表示，香港國安法成功建立和落實了在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期待現
時涉香港國安法的案件盡快完成審訊，為國家安
全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提供案例。

陳曼琪：盼涉國安法案件速完成審訊

教
育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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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名教育及科技界人士昨日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發表講話後表示，外國勢
力漠視香港國安法，散播虛假信息，妖言惑眾，荼毒年輕人，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完善法例，修補網絡上的國家安全漏洞，同時推動落實國安
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提升學生的愛國情操。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
士陳清泉表示，香港科技
界堅決支持夏寶龍的講
話。他說，在新時代下，
社會要勇於自立自強，敢

於進入「無人區」創新，願坐「冷板
凳」，具有「十年磨一劍」的韌勁和底
氣。
他說，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必須嚴格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一
方面要堅決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特別行
政區管治架構之外，另一方面要確保選出
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副院長
（外務）黃錦輝
表示，夏寶龍主
任的講話，反映

出特區政府對假新聞立法具有必
要性。他認為，外國勢力漠視香
港國安法，散播虛假信息，妖言
惑眾，荼毒年輕人，危害香港社
會安寧，特區政府應盡快把香港
國安法投放於社交網絡，制止國
外及境外恐怖分子利用網絡發放
假新聞，持續危害香港。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教育評議
會主席何漢權說，香港未來管治團隊一
定要守住國家安全這條底線，沒有國家
安全，就不會有安定繁榮的局面，更不
會有國際大都會的美譽。

何漢權：管治團隊須守住國安底線陳清泉：社會要勇於自立自強 黃錦輝：外力散播虛假信息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副主席鄧飛表示，身為教育工作者，
應同時推動落實國安教育和愛國主義教
育，投放更多資源提升學生愛國情操，同
時透過「生涯規劃」協助學生拓展視野，
放眼祖國，拓寬他們升學及就業道路。

鄧飛：「生涯規劃」助學生放眼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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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支持香港國安法頒布支持香港國安法頒布，「，「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行穩致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市民支持國安立市民支持國安立
法法，，制止攬炒制止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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