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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右四）7月1日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左四）和梁振英（左三）、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右三）等出席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主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7月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3周年酒会
上致辞。她指，《港区国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局、从乱到治的转机。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23周年升旗仪式7月1日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主要官员出席观礼。

讲者于6月30日（柏林时间）在网上研讨会上发言。顺时针依次为匈牙利工商联合会国际事务总监
Mária Tényiné Stark；香港驻柏林经济贸易办事处（驻柏林经贸办）处长李志鹏；匈牙利 Concorde MP 
Partners 高级宏观经济师Zsuzsa Delikát；及驻柏林经贸办投资推广总监钟颖轩博士。

【本报讯】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

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7 月 1 日上午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各界庆

典委员会主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二十三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致辞：

董建华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骆惠宁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谢锋特

派员（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

员公署特派员）、陈道祥少将（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蔡

永中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

队政治委员）、谭锦球主席（香港各

界庆典委员会主席）、各位嘉宾、各

位朋友：

我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启动礼，

与大家一起为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

委会）举办的一系列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二十三年活动揭开序幕。

我 们 今 天 庆 祝 香 港 回 归 祖 国

二十三年，意义重大。我刚才在香港

特区政府举办的庆祝酒会上，已表明

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歌条例》的

实施和昨天晚上生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香港将重整宪制秩序，完善「一

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为香港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自回归以来，香港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一个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

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在国家全

面关顾和大力支持，以至香港市民不

懈努力下，香港成功落实「一国两制」，

一直稳步发展，经济持续向上，民生

不断改善，在多项国际排名名列前茅，

成为世界其中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

心，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在主权回归、香港享有《基

本法》下的种种制度优势的同时，香

港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制度方面还需完善，在推广国家历

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方面有待加

行政长官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三周年系列活动
强，在深化内地和香港的积极关系方

面也有所不足。这一切在实践「一国

两制」中遇到的问题，加上本地和外

部势力传播的反中央反政府思想和行

为，就为香港的稳定带来极大的风险。

自去年六月以来，香港社会饱受

暴徒破坏，经济、民生受到重大影响；

反对势力及鼓吹「港独」、「自决」

等组织公然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

权，并要求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肆意破坏香港的繁荣安定。因此，广

大香港市民都踊跃支持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早前《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

昨天通过《港区国安法》感到鼓舞。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草拟法律过程中，

已听取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的意见，

并结合香港的具体情况，我们对此表

示衷心感谢。

《港区国安法》将有效遏止极少

数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让香港局

面可以稳定下来。特区政府早前已推

出多项支持企业、保就业、纾民困的

措施，为经济保存实力。在未来的日子，

政府会聚焦发展，努力解决香港各项

问题。

要让香港社会加快走出困局，恢

复安定，社会各界的力量必不可少。

庆委会由四十七个代表香港各界的团

体组成，正是团结社会力量的表表者。

自 2006 年 10 月成立以来，一直鼎力

支持特区政府，积极筹办庆祝节日的

典礼活动，藉此与众同乐，并弘扬和

提高国家民族意识，建立和谐社会。

今年，庆委会更召集十八区居民齐唱

国歌，宣扬爱国爱港精神，配合《国

歌条例》实施，别具意义。庆委会贡

献良多，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谨祝庆委会活动圆满成功。

祝愿香港早日恢复稳定，社会各界团

结共融，市民安居乐业。谢谢大家。

中国网络通讯社 7 月日 2 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香港驻柏

林经济贸易办事处（驻柏林经贸

办）与匈牙利工商会于六月三十日

（柏林时间）合办网上研讨会，概

述香港及中东欧各国政府在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下的防疫及经济

支持措施。

研讨会讲者包括驻柏林经贸办

处长李志鹏、驻柏林经贸办投资推

广总监钟颖轩博士、匈牙利工商会

国际事务总监 Mária Tényiné 

Stark，以及匈牙利 Concorde MP 

Partners 高级宏观经济师 Zsuzsa 

Delikát。

香港是全球其中一个最早面临

2019 冠状病毒病考验的地区。尽

管如此，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人口

密度相约的地方，香港能做到有

中国网络通讯社 7 月日 2 讯 香港政

府新闻公报获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7 月 2 日上午出席公开活动后会见传媒的

谈话全文：

记者：昨天中环及湾仔绕道的中通风

大楼空气净化系统为甚么再次有损坏？成

因为何？有否派人恒常检查？上次检查是

何时？第二条问题是想问港铁东铁线五月

底出现问题，要求港铁提交报告，已经提

交了吗？何时会恢复试车和会否延迟过海

段的通车？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就中环及湾仔绕

道中通风大楼扇叶出现情况，我们的同事

经常检查，亦是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这个问

题，现正严肃跟进，并了解及调查问题出处。

另外，亦会委聘独立顾问作深入研究和物

料测试，希望在政府内部调查以至专业顾

问协助下，找出成因和跟进有关改善工作。

记者 : 对上一次检查是何时？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我现时没有相关

【本报讯】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

对 7 月 1 日有示威人士罔顾警方发出的反

对通知书，仍然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进行

非法集结及作出暴力违法行为，甚至严重

伤害警务人员身体，政府发言人予以严厉

谴责，强调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

违法行为，并表示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果

断执法，将违法之徒绳之于法。

今日中午起，有群众在铜锣湾、湾仔

及天后一带进行违法和暴力行为。他们罔

顾羣组聚集或会增加病毒扩散的风险，并

在港岛集结叫嚣、掘砖破坏路边围栏、纵

火堵路及肆意破坏店铺等，严重危害公共

效防控疫情并保持较低的感染率。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特区政府）

采取全面而协调的方针，按着迅

速应变、严阵以待和公开透明的

三大原则遏制 2019 冠状病毒病的

传播，保护小区健康。李志鹏表示：

「政府对疫情保持警惕并采取各

种措施，香港于 2003 年处理非典

型肺炎的经验，无疑有助我们更

好准备应对是次传染病。」

与位于中东欧的匈牙利一样，

香港的经济属外向型，依赖与其他

经济体的贸易。李志鹏表示，特

区政府为纾缓经济下行压力，提

供 2,875 亿港元以支持企业及保

住就业。措施包括向香港永久性

居民发放 10,000 港元，以及予合

资格企业发放一笔过资助或补贴，

金额从 5,000 至 300 万港元不等。

资料。至于你所说五月港铁试车的信号问

题，有关的工作我们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

组委员会已详细交代，清楚表明政府团队，

包括机电工程署会严肃跟进，作独立调查，

调查研究后会作出公告。

记者：另外想问有关《港区国安法》

内提及到损坏一些交通设施，可能是属于

恐怖活动罪的一种，譬如去年也看到有很

多反修例示威者的出现，例如破坏铁路设

施，觉得这法案通过后对他们是否有阻吓

作用？破坏铁路设施是不是也适用于法案

内的范围？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我们看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

课题时，需要一个前提，因为整个法案的

目的，是要切实防范、制止及惩治颠覆政

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至勾结外国

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在这前提下或前设下，其他犯罪行为必然

秩序和公共安全。

当中有人藏有和挥舞写有「香港独立」

字句的旗帜和印刷品，叫喊「香港独立」

等口号。有关人士涉嫌煽动或教唆他人分

裂国家，涉嫌违反今日已生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港区国安法》），公然挑战中央

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底线，发言人对此作出

严正谴责。

警方一直保持克制容忍，但有暴徒却

故意严重伤害警务人员身体。当中有暴

徒驾驶电单车，撞向正在附近执勤的警

务人员，造成三名人员受伤。另有人员

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并把握新商机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会见传媒谈话全文

政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将暴徒绳之于法

有关一笔过资助的行政手续简便，

自 2020 年 4 月以来已开始发放。

借着这些支持措施及其稳固的

基础，香港的经济有望反弹。香港

是全球贸易、商业和金融中心，多

年来于多项国际评级指标均名列前

茅，当中包括传统基金会的《经济

自由度指数》及世界银行的《营商

环境报告》。凭借这些优势，香港

已做好充分准备继续作为中东欧企

业通往中国大陆以至整个亚洲的理

想门户。

关于驻柏林经贸办

驻柏林经贸办是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在捷克共和国、奥地利、

德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

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瑞士在商

业关系和其他经贸事务上的官方

代表机构。

与有关的四个类别罪行相关连，所以不能

抽空来说。为甚么呢？没有了前设──国

家安全的前设，其他事情的考虑点会不同。

记者：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防范？

这一种破坏交通设施，觉得会否因而减少？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我相信香港是一

个法治社会，而且香港绝大部分市民也是

守法、爱护公共设施的。我相信无论有没

有这个法例，基本上我作为运房局局长也

希望香港市民爱护公物，不要破坏我们的

交通设施。

记者：会不会减少？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看到最近的情况，

我相信其实整体破坏相对是少的。我亦明

白大家可能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意见或取

态，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公共设施，以至

整个香港的环境，也是我们七百多万人共

同拥有的。只要我们怀着爱护香港的心，

守护香港精神，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情况也

会尽量减少。

在制服一名疑犯时被多名暴徒包围袭击

及企图「抢犯」，导致人员被利器插伤。

然而，有网上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却颠

倒是非，反指人员按倒示威者，而附近

市民合力击退警务人员。政府发言人对

于这些无法无天的暴行和极不负责任的

报导予以强烈谴责。

政府发言人高度赞扬警队坚守岗位，

依法办事，又表示全力支持警队根据《港

区国安法》及特区现行法律，严正执法，

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宁，以保障香港市民的

生命财产及依法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

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