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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一國兩制研究中
心公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74%受訪香港市民認為香
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
國政協委員張志剛分析說，反映大多數香港市民支持
維護國家安全這個大原則，結果令人相當鼓舞。同
時，多數受訪者都不擔心涉港國安立法會影響自身，
相信隨中央政府稍後清晰解釋法律條文，劃清言論自
由與危害國家安全的界限，就可以令大多數市民放
心。

逾半人指須立法禁顛覆國家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上星期通過隨機抽樣電話，訪問了

963名成年的香港市民，以了解當前香港社會對涉港國
家安全立法的態度。調查結果顯示，74%受訪香港市民
認為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約26%受訪市民則稱
「沒有責任」或 「不知道/難說」。受訪者歲數愈大，認

為沒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的順序減少。同時，58%受訪
市民認為，經過去年修例風波及一連串暴力事件，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有漏洞；25.3%受訪市民稱 「沒
有漏洞」，16.7%受訪市民稱 「不知道/難說」。

調查結果還顯示，53.4%受訪市民認為 「有需
要」立法禁止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
動，以及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37.3%受訪市民

稱 「沒有需要」。被問到會否擔心涉港國安立法影響
自身，約58%受訪市民表示 「完全不擔心」或 「不擔
心」，近40%受訪市民稱 「非常擔心」或 「擔心」。

張志剛稱政府應做好解說
另外，近70%受訪市民 「完全不認同」或 「不認同」

用去年修例風波的激進手法，去反對涉港國安立法；
僅有18.7%受訪市民稱 「非常認同」或 「認同」。

張志剛認為，香港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人士接下來
都應齊心發聲，做好解說、爭取民意的工作。對於尚
有小部分受訪市民認同激進手法，張志剛透露，今次
「認同」激進的數字已比修例風波時期類似的調查，

低了近一半。越來越多香港人期盼回歸理性、社會回
復平靜。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香港國安法」
政策出台後，美國即就此橫施干預之手，成為眾矢之
的。昨日再有多個政團及民間團體前往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抗議，並在領事館代表接收請願信後和平散去。

公民力量一批成員昨早率先到美領外拉起橫額及高
舉標語抗議，就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就全國人大訂立
「香港國安法」指示官員展開取消美國給予香港特殊

待遇的程序，公民力量指出， 「香港國安法」乃堵塞
目前本港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而制定，旨在保障香港
居民的生命財產，美國無權干預中國內政。美國單方
面改變對港政策，既嚴重損害雙方互惠關係，也令自
身利益受損，實屬不智。

另外， 「荃灣各界人士」一行7人昨亦到美領館抗
議，發言人重申訂立 「香港國安法」屬中國內政，外
國無權干預，又促請美國政府先處理其國內多個州份
爆發的反暴力 「示威」浪潮。 「愛港連線」一批成員
及後在美領外請願，稱堅決支持國安立法，又強烈譴
責美國制裁香港，指美國霸權只會自食苦果。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香港總商會主
席、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
冬勝周三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說，香港商界普遍認為香
港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個正確方向，希望香港國家安全
立法可以為香港帶來長遠的繁榮穩定。另一方面，繼
滙豐銀行之後，渣打銀行等外資商業機構亦表態支持
國家制定 「香港國安法」。

王冬勝說，對於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香港商界十分
關心，他接觸了很多商會同仁，絕大多數認為這可以
確保香港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對於美國宣布將對
香港實施制裁，王冬勝說，香港商界反對外國對香港
實施任何制裁，指這種做法只會不必要地加深在港運
營的本地和外國企業所面對的困局。

此外，渣打銀行發言人表示，支持 「香港國安法」，
相信能助香港長遠穩定，希望最終立法條文更加清晰，
令香港得以保持經濟及社會穩定。另一家英資機構怡和
集團，日前於報章刊登全版廣告稱： 「怡和集團相信訂
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框架十分重要，能確保香港繼續
吸納投資，提升就業機會及保障民生。」

王冬勝：國安法
保港繁榮穩定

團體請願
斥美干預

七成四市民認同本港有責維護國安

「維護國家安全網頁」網址為： 「https://www.isd.
gov.hk/nationalsecurity/chi/index.html」，旨在加強對
港人的國家安全教育，網頁整合了政府新聞網、政府
社交平台Facebook專頁 「添馬台」、行政長官致全港
市民的公開信及發言，以及司局長撰寫的網誌等各種
資料。其中，在 「一圖盡覽」欄目，網頁以圖文方
式，清楚列出社會關注的問題，強調國安立法有利維
持良好營商投資環境、可以保香港長治久安、可以保
障港人權益等。

全力完善國安法律
網頁昨日上載了名為 「維護國家安全」，全長15秒的

片段，以簡單易明的方式，說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影片最後以 「維護國家安全，全民有責」作結。政府新
聞網晚上在Facebook專頁發文，強調 「有國，先至有
家；每個國家都需要有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先可以確
保長治久安同人民生活穩定……大家上下一心，全力支
持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

在 「相關連結」
欄目，網頁列出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王晨於 5 月 22
日上午，向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決定（草案）》作
出的說明；同時列
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於5月25日回答外國駐港領
團、商會、媒體和駐港國際組織代表提問的內容，重
申香港國安立法刻不容緩，中央維護國安有權有責，
呼籲國際社會安心、放心。

協助市民正確理解

而在 「網誌」欄目，主要放置司局長的網誌，目前
共有6篇，主要從 「一國兩制」、法律、金融角度，
強調國家安全立法不會損害《基本法》賦予市民的權
利與自由，不會影響本港經濟，協助市民正確理解國
家安全法律。

政府啟維護國家安全網
多種形式推送國安資訊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為加強香港
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正面理解和認識，特區政
府近日推出 「維護國家安全網頁」 ，通過文字、
圖片、影片等多種形式，發放與維護國家安全相
關的資訊，以正視聽。

特區政府近日推出 「維護國家安全」 網頁，以圖片、文字及影片介紹國安法正確資訊。
網頁截圖

公民力量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
政，領事館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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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名成年的香港市民，以了解當前香港社會對涉港國
家安全立法的態度。調查結果顯示，74%受訪香港市民
認為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約26%受訪市民則稱
「沒有責任」或 「不知道/難說」。受訪者歲數愈大，認

為沒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的順序減少。同時，58%受訪
市民認為，經過去年修例風波及一連串暴力事件，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有漏洞；25.3%受訪市民稱 「沒
有漏洞」，16.7%受訪市民稱 「不知道/難說」。

調查結果還顯示，53.4%受訪市民認為 「有需
要」立法禁止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
動，以及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37.3%受訪市民

稱 「沒有需要」。被問到會否擔心涉港國安立法影響
自身，約58%受訪市民表示 「完全不擔心」或 「不擔
心」，近40%受訪市民稱 「非常擔心」或 「擔心」。

張志剛稱政府應做好解說
另外，近70%受訪市民 「完全不認同」或 「不認同」

用去年修例風波的激進手法，去反對涉港國安立法；
僅有18.7%受訪市民稱 「非常認同」或 「認同」。

張志剛認為，香港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人士接下來
都應齊心發聲，做好解說、爭取民意的工作。對於尚
有小部分受訪市民認同激進手法，張志剛透露，今次
「認同」激進的數字已比修例風波時期類似的調查，

低了近一半。越來越多香港人期盼回歸理性、社會回
復平靜。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香港國安法」
政策出台後，美國即就此橫施干預之手，成為眾矢之
的。昨日再有多個政團及民間團體前往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抗議，並在領事館代表接收請願信後和平散去。

公民力量一批成員昨早率先到美領外拉起橫額及高
舉標語抗議，就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就全國人大訂立
「香港國安法」指示官員展開取消美國給予香港特殊

待遇的程序，公民力量指出， 「香港國安法」乃堵塞
目前本港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而制定，旨在保障香港
居民的生命財產，美國無權干預中國內政。美國單方
面改變對港政策，既嚴重損害雙方互惠關係，也令自
身利益受損，實屬不智。

另外， 「荃灣各界人士」一行7人昨亦到美領館抗
議，發言人重申訂立 「香港國安法」屬中國內政，外
國無權干預，又促請美國政府先處理其國內多個州份
爆發的反暴力 「示威」浪潮。 「愛港連線」一批成員
及後在美領外請願，稱堅決支持國安立法，又強烈譴
責美國制裁香港，指美國霸權只會自食苦果。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香港總商會主
席、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
冬勝周三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說，香港商界普遍認為香
港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個正確方向，希望香港國家安全
立法可以為香港帶來長遠的繁榮穩定。另一方面，繼
滙豐銀行之後，渣打銀行等外資商業機構亦表態支持
國家制定 「香港國安法」。

王冬勝說，對於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香港商界十分
關心，他接觸了很多商會同仁，絕大多數認為這可以
確保香港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對於美國宣布將對
香港實施制裁，王冬勝說，香港商界反對外國對香港
實施任何制裁，指這種做法只會不必要地加深在港運
營的本地和外國企業所面對的困局。

此外，渣打銀行發言人表示，支持 「香港國安法」，
相信能助香港長遠穩定，希望最終立法條文更加清晰，
令香港得以保持經濟及社會穩定。另一家英資機構怡和
集團，日前於報章刊登全版廣告稱： 「怡和集團相信訂
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框架十分重要，能確保香港繼續
吸納投資，提升就業機會及保障民生。」

王冬勝：國安法
保港繁榮穩定

團體請願
斥美干預

七成四市民認同本港有責維護國安

「維護國家安全網頁」網址為： 「https://www.isd.
gov.hk/nationalsecurity/chi/index.html」，旨在加強對
港人的國家安全教育，網頁整合了政府新聞網、政府
社交平台Facebook專頁 「添馬台」、行政長官致全港
市民的公開信及發言，以及司局長撰寫的網誌等各種
資料。其中，在 「一圖盡覽」欄目，網頁以圖文方
式，清楚列出社會關注的問題，強調國安立法有利維
持良好營商投資環境、可以保香港長治久安、可以保
障港人權益等。

全力完善國安法律
網頁昨日上載了名為 「維護國家安全」，全長15秒的

片段，以簡單易明的方式，說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影片最後以 「維護國家安全，全民有責」作結。政府新
聞網晚上在Facebook專頁發文，強調 「有國，先至有
家；每個國家都需要有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先可以確
保長治久安同人民生活穩定……大家上下一心，全力支
持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

在 「相關連結」
欄目，網頁列出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王晨於 5 月 22
日上午，向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決定（草案）》作
出的說明；同時列
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於5月25日回答外國駐港領
團、商會、媒體和駐港國際組織代表提問的內容，重
申香港國安立法刻不容緩，中央維護國安有權有責，
呼籲國際社會安心、放心。

協助市民正確理解

而在 「網誌」欄目，主要放置司局長的網誌，目前
共有6篇，主要從 「一國兩制」、法律、金融角度，
強調國家安全立法不會損害《基本法》賦予市民的權
利與自由，不會影響本港經濟，協助市民正確理解國
家安全法律。

政府啟維護國家安全網
多種形式推送國安資訊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為加強香港
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正面理解和認識，特區政
府近日推出 「維護國家安全網頁」 ，通過文字、
圖片、影片等多種形式，發放與維護國家安全相
關的資訊，以正視聽。

特區政府近日推出 「維護國家安全」 網頁，以圖片、文字及影片介紹國安法正確資訊。
網頁截圖

公民力量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
政，領事館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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