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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社會充斥戾氣，分化局面仍
待化解，也面臨着社會制度、教育、身
份認同等問題。24年前香港順利回歸祖
國，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港人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變，香
港高度自治，中央駐港機關亦沒有介入
香港的內務。可是社會深層次問題在這
20多年間不斷累積，政府要積極推動人
心回歸。

隨着國家經濟進入新紀元，國勢和
國際話語權日益提升。反之，香港在
此期間，卻處於浮沉空轉的狀況，產
業結構未能升級轉型，而積藏於內部
的各種矛盾和利益集團的紛爭則陸續
浮現，社會失衡嚴重，一些外部勢力
乘勢深植民間；他們或明或暗，以潛
移默化的方式，弱化港人的國民身份
認同。就以商品廣告為例，長期熱捧
外國品牌，造成一般人眼中外國貨必
優必好的錯覺，而許多內地貨品即使

近年已打響國際名聲，
在港卻不見經傳，更甚
的是要市民一面倒認為
國產的都是贋品。

至於專業人士，包括
法律界和醫療界，部分
都以跟隨港英的傳統為上，鄙視內地的
制度及成就，盲目追隨歐美的主流思想
及生活方式，對中國歷史文化欠缺認
識，對民族國家情感一片空白。

加強對國家民族文化認同
當前社會上充斥着的許多價值觀扭曲

的現象及對國家的負面情緒，印證了人
心未盡回歸這事實。在「愛國者治港」
大方向下，治港者必須痛下決心，優先
處理好這難題，重塑港人對國家的文化
認同，喚醒港人的集體意志；通過推動
國民教育、制度更新及管制改革等方
面，全力凝聚人心。

打擊虛假資訊 重建社會安寧
網絡上有大量圍繞各種社會事件的虛假資訊，部分

甚至是明顯違法，而且極不道德。特區政府應善用科

技，設立專責部門，運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進行篩

查，並建立針對虛假資訊的統一網上平台，及時澄清

事實，盡力將虛假資訊消滅於萌芽狀態，阻止虛假資

訊持續發酵。當局亦必須加強宣傳教育，防患於未

然，令市民認識到虛假資訊的特點與危害，避免受人

利用協助傳播。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立法會剛剛通過了一項關於「立法打擊網上
虛假資訊」的議員議案，經民聯非常支持特區
政府制訂有效措施應對網上虛假資訊，讓社會
回復理性，重建安寧和穩定。

毒害市民 威脅公共安全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廣泛應用到各種即時通

訊軟件及網上社交平台，不過，這是一把雙刃
劍，利弊俱見，一方面為大家的溝通聯絡帶來
很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卻可能產生一些不良的
副作用，尤其以虛假資訊氾濫廣受社會關注。
過去兩年，網絡上產生了大量圍繞各種社會事
件的虛假資訊：在黑暴肆虐期間，有人聲稱
「警察在太子站打死人」，而且所謂「死亡人

數」越傳越多，還荒謬到指控警方「毀屍滅

跡」；有人誣指警察在新屋嶺扣留中心性侵女
示威者，目的顯然是為了煽動仇警情緒。至於
在網上教人製造汽油彈、製造炸彈的資訊，更
是明顯違法，而且極不道德，已經超越了虛假
資訊的問題了。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特區政府在內地支持
下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又有人在網上造謠
說「普及檢測DNA會送中」，意圖妨礙這項重
要的抗疫工作。在今年7月1日，有兇徒涉嫌
受網上虛假資訊的影響而用利器襲擊警務人
員，事後網上亦有人發布虛假資訊試圖煽動仇
恨及鼓吹恐怖活動。凡此種種，都令大家認識
到，網上充斥的虛假資訊和假新聞， 不但誤導
市民，也會毒害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更會造
成社會裂痕和嚴重威脅公共安全，急需認真處

理。

要消滅假資訊於萌芽時期
當局反覆強調，根據香港現行法例，大部

分在現實世界用以防止罪行的法例，均適用
於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但網絡虛假資訊的傳
播卻有其本身的特點，傳播異常迅速，且瞬
息萬變，可以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影響和扭曲
社會事態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危害。因此，
特區政府有必要制訂相應的對策，加強立法
規管。歐洲、美國和新加坡等地近年先後制
訂一系列法例以打擊虛假信息，禁止造謠和
防止資訊操縱。特區政府應參考海外相關經
驗，健全本地法律及其執行機制，更有效地
處理網上虛假資訊的舉報和移除，並提高罰

則，以收阻嚇之效。同時，當局應善用科
技，設立專責部門，運用人工智能和大數
據，篩查網上虛假資訊，並建立針對虛假資訊
的統一網上平台，及時澄清事實，盡力消滅虛
假資訊於萌芽狀態，以阻止虛假資訊持續發
酵。當局亦必須加強宣傳教育，防患於未然，
令市民認識到虛假資訊的特點與危害，避免受
人利用協助傳播虛假資訊。

有些人或者會憂慮立法打擊網上虛假資訊將
會損害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我相信廣大市
民會清楚了解，言論自由並不包括隨意散播虛
假資訊和謠言以擾亂社會秩序的自由，新聞自
由也不包括故意傳播假新聞以煽動社會對立或
仇恨的自由，我們從2019年的黑暴事件中已汲
取到不少經驗教訓。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7月16
日講話，對新形勢下香港發展提出「四個期盼」和
「五項要求」，代表中央對香港持續實踐「一國兩
制」、保持繁榮穩定指路引航，也為未來治港者提供
行動指南。希望所有愛國的治港者，切實根據中央的
新要求新目標，敢擔當、善作為，衝破制約香港經濟
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
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不辜負港人和中央
期望。

夏寶龍主任總結落實香港國安法後香港出現的重大
轉變，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堅決扛起責任、香港警隊嚴
正執法、香港各界愛國愛港人士眾志成城、國際社會
正義力量仗義執言，築起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銅
牆鐵壁」，證明國安法是保香港安全、安定、安寧之
法，彰顯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中的關鍵性作用：只有築牢「一國」的安全底
線，「兩制」才有更加充分的活力和空間，廣大香港
市民的福祉和利益才能得到切實維護。

中央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
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為香港重回正軌、穩健發展

創造了良好環境。夏寶龍主任描繪香港
發展的「四個期盼」，說出了廣大港人
的心聲和訴求，也提出了香港未來幾十
年發展的具體目標，當中「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
善，將告別劏房、『籠屋』」更是切中港人最關心的
問題，體現了中央想港人所想、急港人所急，對治港
者提出必須竭盡全力完成的任務、加注解決難題的動
力。

管治好香港絕非易事，要實現良政善治，治港者不
僅要愛國愛港，還要德才兼備、有真才實幹。夏寶龍
主任提出對管治者的五大要求，其中一項就是須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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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矛盾和問題，需要的是堅定的信念和勇
氣，要勇於破解利益集團的糾結，要勇於破解行政程
序的枷鎖，有利民生的政策倡議要貫徹始終。

希望治港者切實落實中央在新形勢下的新要求，勇
擔當、敢碰硬、善作為，努力創新制度和機制，打破
阻礙發展的陳規陋習，有效破解土地房屋和居住方面
的難點，在解決就業、醫療、安老等突出問題上有大
作為，彰顯為民謀福的初心和宗旨。

治港者須敢擔當善作為造福港人
王亞南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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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德勝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

還有不足兩月，本港三場重要選舉中
的首場將拉開帷幕。在香港由亂及治的
重要關口，這三場選舉對香港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實現良政善治極其重
要。

究竟港人需要選出怎樣的治港人才？
日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提出要選出愛國愛
港、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的治港人
才，筆者認為，具體而言，以下三點極
為重要。
其一，要愛國愛港。
兩年前，反中亂港者毀壞多處公共設

施，衝擊立法會、中聯辦大樓，商舖不
敢開門、民眾出街「心驚驚」，結果令
香港口碑大跌，旅客驟減，港人生計受
損。如今「愛國者治港」已成為社會共
識。在香港基本法的保障下，港人享有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等
權利，甚至普通民眾是否愛國愛港都取
決於其自身選擇。但與此不同的是，公
職人員領着納稅人的錢，需要依法履行
責任，若不能愛國愛港，豈不是「食碗
面反碗底」？香港的安全、法治亦難以
保證。

愛國愛港不等於「收聲」。一來，法
律保障了各派別人士的言論自由；二
來，政府在制定施政方案等過程中需要
聽到不同聲音。因此，在不觸及「忠
誠」問題的前提下，民主派大可放心發
聲。

其實，要求公職人員愛國愛港並非特
殊要求，世界上多數國家都要求公職人
員維護本國利益。例如，法國要求公職
人員在向公眾或媒體發表任何觀點時要
與國家和政府的立場保持一致。而在美
國，參眾兩院設置了道德委員會來監督
議員行為，曾有多位議員因不忠於聯邦
政府被DQ。
其二，要一心為民，想市民之所想、

解市民之所困。
夏寶龍在講話中暢想香港未來時，提

及「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指
出治港者要「善於為民眾辦實事」，顯
示中央對本港民生問題的關注。

眾所周知，香港寸金尺土，不論是樓
價還是房租都頗高，居住問題是不少港
人面對的一大難題。有報告顯示，現時
本港約有超過22萬人居住在劏房，其中
大部分居住面積少於13平方米。人均
居住面積低、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
大、年輕人往上流渠道不足等問題由來
已久，甚至港英時期就存在。種種民生
問題堆積社會不滿情緒，影響港人對港
府信心。筆者認為，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社會逐步安定，正在由亂局中重新
出發，是一個由深處思考民生問題，從
根源解決問題的良好契機。中央尚且直
指本港民生問題，作為「父母官」的本
土執政團隊應更落力解決問題，而不是
一拖再拖。未來選出的公職人員應以解
決民生問題、回應社會訴求為本心，多
為港人做實事。
其三，要具有國際視野。
香港是亞洲國際大都會，是國際商

貿中心，也是內地與世界連接的紐
帶。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雙循
環將是未來發展的重點。香港作為超
級聯繫人，深度連接內地與世界，這
個獨有角色依然無可替代。不過，隨
着內地發展加快，開放程度越來越
高，香港需要在新環境下找準新定
位。一方面，要積極融入國家整體發
展，通過「大灣區」戰略，將香港與
內地發展有機融合，繼續充當重要的
區域、國際中心樞紐。另一方面，香
港本身就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目
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的
時刻，背靠內地的香港可以借此在國
際上發揮獨特作用，從而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影響力。

因此，香港未來管治團隊的成員必須
具備優良國際視野，跳出固有思維框
架，將香港發展置於全球格局，從長遠
處謀劃香港未來。香港將要迎來新的管
治團隊，與以往不同的是，香港剛從社
會動盪中抽離，一些政治上的問題得以
釐清，正是重新出發的時候。未來三場
選舉，產生出德才兼備之愛國治港者，
就是香港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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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安平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以來，社會恢復安定繁榮，
中央接連出手為香港發展掃除障礙，指導、要求特區
政府解決好民生和經濟發展問題。相反，美國政府則
對特區的穩定發展看不下去，接連使出所謂制裁的歪
招。可見國安法的實施堵塞了特區的國安漏洞，令社
會穩定、市民安居樂業；但卻令那些反中亂港者窮途
末路，令海外反華勢力如坐針氈。國安法令仇者痛、
親者快，是香港的定海神針。相反，美國越是叫囂制
裁，就越是暴露其黔驢技窮的「紙老虎」本質。

美國政府日前「制裁」中聯辦七名副主任，被中聯
辦直斥為「廢紙一張」，批評美方一再玩弄無用的制
裁把戲，暴露其色厲內荏、黔驢技窮。

美國有20多部維護國安的法律，相反香港有了國安
法堵塞國安漏洞，美國卻稱之為「危害法治」，完全
是顛倒黑白。美國關心的不是香港的前途和發展，而
是所謂的「民主自由」等假大空概念，說白了就是不
滿其在香港的代理人——一眾反中亂港的攬抄派被摒
除在管治架構之外，並被追究法律責任。

中央不為美國的「制裁」所動，繼續
集中堵塞國安漏洞和管治好香港。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
研討會上，向香港管治者提出5個能力要求、2個政治
要求，除了要堅持以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和嚴格落實
「愛國者治港」之外，更要具備五大能力要求，「衝
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
「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
題」。夏寶龍主任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是香港市民長
期的痛點所在，顯示中央早已為香港社會問題把脈，
並探究出重大問題所在。中央對特區管治者擁有實質
任命權，有權力和責任選擇有德有能的治港者，為香
港發展掃除障礙。

兩相比較，港人不難看出，美方的所謂「制裁」完
全是霸權主義作祟；相反中央的堅持才是為香港的根
本利益出發。只要港人堅定支持中央治港政策，拆穿
美方反華勢力和反中亂港者的真面目，香港定能迎來
更美好的將來。

國安法保港安定 美國制裁徒勞
吳承海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主席 港區佛山市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研討會上發表講話，總結及肯
定了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由亂及治的成績，並再
次闡明中央政府堅定維護「一國兩制」，進一步深化
維護國家安全、嚴格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香港
繁榮穩定的決心。

回想2019年修例風波，香港處於風雨飄搖之境，反
華分子勾結外國勢力，干預國家及香港特區事務，使
香港無論在經濟或民生方面皆陷入谷底。香港國安法
實施以來先後拘捕及檢控多名涉嫌反中亂港分子，遏
止了禍港的苗頭，成功築起一道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
鐵壁，發揮止暴制亂作用，讓香港由亂及治，社會秩
序迅速恢復，效果立竿見影。

經歷兩年以來的黑暴，香港巿民對暴力行為深痛惡
絕。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使香港由亂變治，我們要堅定
支持警方執法。「愛國者治港」的落實有效堵塞香港
的選舉漏洞，在未來三場選舉嚴格審核有關提名和資

格審查，將任何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香
港特區政府架構之外，確保選出「管治
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讓真心愛國愛
港者能加入香港議會和管治架構，有效撥亂反正，專
注民生工作，為民服務。

修例風波中大量青少年參與違法活動被捕，也有
人對今年7月1日襲警行為進行美化，公然支持和宣
揚暴力行為，將恐怖主義合理化，助長暴力滋生。
這些都反映出國民教育的需要和急切性。筆者認
為，香港特區政府必須盡快推動愛國教育，編制出
適合的國民教育課程，作為學生必上之課，培養香
港青少年對國家情感和認同，避免學子們被反華勢
力所利用。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繁榮的根本保證。香港市民必
須堅定擁護「一國兩制」，落實「愛國者治港」，協
助推動愛國教育，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實現香港
「二次回歸」。

築起銅牆鐵壁 實現「二次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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