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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海外华侨华人
坚决拥护和支持香港国安法

本报讯 中国全国人大
常委会 6月 30日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
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后，香
港特区刊宪公布并生效实
施，海外华侨华人对此欢欣
鼓舞、坚决支持。他们纷纷
表示，香港国安法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对香港繁荣稳
定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
会长、泰中友好基金会主席
林嘉南说，香港国安法的通
过实施，是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的重要基石，是中
央政府充分考虑香港实际
情况而制定的。立法最大
程度信任和依靠香港特别
行政区，最大程度保障人
权，最大程度保障法律有效
实施，扭转香港局势，令香
港社会秩序重回正轨，充分
体现了国家对香港整体利
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
坚决维护和最大关爱，是香
港市民也是海外华侨华人
的共同期盼。可以说，香港
国安法是香港实现繁荣发
展的“定海神针”。泰国石
狮同乡总会、泰国石狮商会
会长蔡孝兴表示，香港国安
法将为确保“一国两制”行
稳致远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香港也将迎来变乱为治、重
返正轨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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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实
施，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的重要基石，是中央政
府充分考虑香港实际情况
而制定的。作为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利器”，香港国安法将对香
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
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对“港
独”分子及其幕后黑手产生
强有力的震慑。
菲律宾福建青年联会会
长王荣忠认为，香港国安法弥
补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漏洞，确保“一国两制”行稳
致远，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
市民福祉提供有力保障，“东
方之珠”会更加灿烂辉煌。
菲律宾华商经贸联合会
会长蔡鸿语表示，香港国安
法将为香港居民长期享有繁
荣稳定社会环境提供根本保
障，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我
们海外华侨华人坚决支持和
拥护。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
执行理事长吴光级表示，海
外华侨华人时刻关注祖（籍）
国统一大业，关注“一国两
制”在港澳地区的实践。香
港国安法将能促使香港法制
回归正轨，恢复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繁荣发展和长治久
安，这是海外华侨华人所期
盼的。 （记者 李琳毅）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将进一步巩固
——访全国政协委员、通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王亚南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正式
实施，香港金融市场、经济指
标出现向好、向稳、走强的态
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
位必将进一步巩固，这说明，
法治安全稳定的环境，是香港
稳健发展的根基。”谈及香港
国安法的实施，全国政协委
员、通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王亚
南如是说。
王亚南表示，香港国安法
是保障权利自由和安宁生活
的“守护神”。香港国安法落
地实施，国家安全、社会安定、
港人安宁，香港一定能走出困
境、重新出发、赢得未来。
王亚南认为，香港国安法

的实施，坚定了香港两个方面
的信心：一是稳定国际资本的
信心，稳定的社会环境，让资
本流入由止步、观望到加速；
另一方面，中央对香港更有信
心，对香港更开放、更支持。
王亚南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
沪港通南北向累计总成交 36
万亿元人民币；债券通达成交
易超过 5.7万亿元人民币。这
组数字有力说明，香港的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取决于“一国两
制”是否得以良好的实践。日
前，中央决定在粤港澳大湾区
开展双向跨境理财通业务试
点，充分显示中央高度重视香
港在国家金融市场进一步开

放中的独特作用，是中央信
任、倚重、支持香港的真切体
现。
在改革开放40多年间，香
港在每个阶段都起到不可取
代的作用。王亚南认为，香港
市场的功能已经从初期的“输
血”逐渐升级为“造血”，大幅
促进内地市场国际化进程。
通过互联互通，香港市场将外
来“血液”北上引入内地市场，
又让内地资金南下按国际规
则投资港股，大规模的双向流
动，深度优化内地的“造血”功
能，让资金既可按国际惯例和
市场原则自由流动，又能防范
资本大进大出。王亚南表示，

香港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资
本市场，也是西方资本投资中
国的最重要的桥梁。对于一
个国际金融中心而言，最关键
的要素包括资金和信息的自
由流通、良好的法治、国际通
用的语言、靠近大型经济体和
充裕的资金等。
“香港国安法落实后，香港
仍然是中国最国际化、最自
由、最开放的金融中心，这样
的香港符合国家的利益，也符
合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利益。”
王亚南认为，有了香港国安法
的护航，有利香港和国家、世
界同步发展、共享繁荣。
（记者 李琳毅）

香港国安法将确保
“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访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拔萃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将彻
底祛除困扰香港政治社会多
年的沉屙痼疾。”谈及香港国
安法，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拔萃
如是说。
董拔萃表示，香港回归祖
国20多年来，“一国两制”实践
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
去年的“修例风波”“港独”“黑

暴”所造成的香港动乱，让海
外华侨华人痛心疾首，对“港
独”的罪恶行径，大家无不义
愤填膺。董拔萃认为，“ 香港
国安法”将能使香港法制回归
正轨，恢复社会稳定，促进经
济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香
港国安法审议通过并实施，对
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
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

力反华以及外国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的不法犯罪行为予以
坚决打击。杜绝外国势力插
手干预香港事务，才能有真真
正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
国两制”施政将会更加顺畅并
取得更大成绩。
董拔萃表示，“ 香港国安
法”的实施是国家整体安全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制健全的
一件大事，是回归祖国23年后
的香港在新时代谋求新发展
的重要节点，在祖国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战决
胜时刻，在与全国同胞共同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战略性
重要成果之时，香港国安法的
实施必将助力香港的繁荣和
发展。
（记者 李琳毅）

8 月 1 日起
持
“长期签证”
可入境菲律宾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7月17日，菲律宾当局宣布：自
8月1日起允许持“长期签证”的外
国人进入菲律宾。据了解，该项举
措旨在进一步刺激菲律宾经济复
苏。
根据菲律宾移民局资料显示，
长期签证包括工签、学生签、投资
签、结婚签、退休签等。但根据跨
机构防疫工作组（IATF）7月17日
下午发布的公告，当前允许入境的
菲律宾“长期签证”仅限其中的几
项：菲籍配偶结婚签证（菲律宾第
613号联邦法第13条）、7919号特
赦签证（第7919号共和国法令）、
324号永久居民身份卡（1998年永
久居留权法）、本地出生外籍人士，
暂不包括旅游签（9A）、商务签
（9D）、学生签（9F）、工签（9G）、投
资签（SIRV）、退休签（SRRV）。
据了解，计划入境菲律宾的外
国人须持现有的有效签证，菲律宾
驻各国使领馆目前尚不受理新签
证签发。此外，外国人入境前必须
先预定菲当局认可的隔离场所及
新冠检测点，若没有预约文件将不
允许登机。“外国人入境将一样受
出入港口（含机场）每日入境旅客
数等规定约束，当局仍将把菲律宾
归国公民列为优先入境对象。”
（记者 李琳毅）

信义玻璃
再次进入
上市企业 500 强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在刚刚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
度“中国上市企业市值500强”榜
单中，全国政协委员、石狮旅港乡
贤李贤义旗下的信义玻璃控股有
限公司入围其中。据了解，此次榜
单入围门坎是312亿元人民币，创
出历史新高。
信义玻璃是一家以汽车玻
璃、节能建筑玻璃及优质浮法玻
璃为主要产品的综合玻璃制造
商，能够入选 2020年上半年度
“中国上市企业市值 500强”，再
次证明该企业雄厚实力，备受市
场肯定。
谈及此次入围“中国上市企
业市值 500强”，李贤义表示，信
义玻璃十分荣幸能够在“中国上
市企业市值 500强”榜单中占一
席位，能够再次入围，反映集团
根基稳固，业务表现备受肯定。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
至全球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带来
的冲击显而易见，但作为行业龙
头，信义玻璃管理层对业务发展
前景仍然保持乐观。李贤义表
示，过去半年，集团的产能扩张
计划从未间断，产能布局将会更
为完善，集团已经全面准备就
绪，定能更好把握行业回暖带来
之机遇，再创佳绩。
（记者 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