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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去一年的亂局，

香港本土恐怖主義抬頭，

威脅國家安全的事件頻

發，確保香港能穩定發展是民心所向，不少人都關注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今年兩會會否提出相關議案。多位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就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有代表將建議中央另闢蹊徑，制定《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列為全國性法律，

再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從而在港實施；也有代表認為為第

二十三條立法乃香港特區政府責任，冀政府把握時間，強

調立法具迫切性，難以尋找最佳時機，應愈快完成愈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杜思文

去年6月開始的修例風波，凸顯
了香港是國家安全的薄弱環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表示，外國干預、搞港版
「顏色革命」、企圖顛覆政權，
香港現有法律解決不了這樣的問
題，以至特區政府的管治意志都
缺乏國家安全意識。因此他表示
將在兩會建議中央另闢蹊徑，針
對香港運作面臨的安全問題，立
一條全國性法律，並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如果能夠以類似香港普
通法的方式草擬，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頒佈，就可以最快速解決香
港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否則真
正受苦的是廣大香港市民。

以新對策恢復繁榮穩定
吳秋北直言，香港現有的法律

體系，完全無法抵抗攬炒派的顛
覆和外國勢力的干預，如果繼續
由香港特區政府就第二十三條立
法，很有可能一直被攬炒派拖
延，更可能不斷被美國干預，本

地立法遙遙無期。因此建議中央
行使全面管治權，通過訂立全國
性法律，以最快的速度解決國家
安全隱患，維護香港社會安寧和
公眾的根本利益。
他強調，「一國兩制」是中央全

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相結合，
中央一直都有全面管治香港的能力和
準備。現在香港面臨新的情況，攬炒
派和外國勢力挑戰基本法、憲法和國
家安全，他認為國家也必須用新的對
策，讓香港恢復繁榮穩定。
他強調，攬炒派勾結外國勢

力，企圖制裁香港，是鐵一般的
事實，違背基本法和香港人的根
本利益，從中央到香港建制力量
都要挺身而出，與黑暴和分裂勢
力鬥爭到底，中央是在基本法的
框架下做事。若由中央進行立
法，他認為可參考草擬基本法的
做法，徵詢多方意見，充分了解
香港的社會民情，經過嚴謹的立
法程序，令國家安全法更加契合
香港的需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
員葉國謙坦言，有關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的爭論和關注不是今年兩會才
有，自己認為應該推動特區政府完
成第二十三條在本地立法，「哪個
國家會把一個國家安全的法律給一
個地區自己制定？這是中央對香港
的信任，香港每一位市民應該享受
公民權利，也要履行責任。」
他續指，去年修例風波引發的暴
力事件，明顯令人感覺到香港有些
環境正在變化，比如「港獨」分子
等公然「有動作」，外國勢力不斷
介入，這些都引起社會關注。
至於是否要今屆政府完成立法，
葉國謙坦言較為困難，但強調政府
不能坐等時機，「什麼是合適時機
呢？不推動，不解釋，舊的（法
律）不敢用。如果沒有一個法律，
會讓整個局面不能有效透過法治保
障。」

未來本港不會風平浪靜
他認為，未來香港不會風平浪

靜，相信幾年就會有一次亂局，因

為外國勢力的主要目標不是香港而
是整個國家，以現在國家在世界上
的話語權愈來愈大，外國勢力一定
會加強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是
法治社會，做任何事都要有根有據
依法進行，政府會嚴格遵守，沒有
法律讓他們執法，香港的境況會愈
來愈控制不到，對香港長遠利益沒
有好處。
至於有人宣稱立法會選舉在即，

此次兩會不會高調提及第二十三條
事宜，葉國謙反問︰「我們不在兩
會提就沒有這個（問題）嗎？不覺
得。」
他強調，相關議題

受到社會關注，有
國家觀念的人都
希望第二十三條
立 法 盡 快 完
成，而無論第
二十三條立法
有 沒 有 人 提
出，攬炒派亦會
炒作議題，無法
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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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
速立法解決國安隱患

譚耀宗：
盼本屆政府完成立法

葉國謙：
抓合適時機切勿坐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表示，將在
兩會建議中央依照基本法，制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法》的全國性法律，並納入基本法附
件三，不需通過立法會就可以在港實
施。她強調，國家安全是全國人民的
事，若香港長期有漏洞未能填補，國家
有權為香港立法，香港立法會做不到
的，就要國家來做，這更體現了基本法
的生命力和「一國兩制」的靈活性。
她直言，如今「港獨」十分猖獗，已

不是天方夜譚，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
下，香港已逐漸成為外國勢力干預中國
的前沿陣地，更是國家安全的缺口。在
去年的修例風波中，更有人藉機大力宣
「獨」，無數年輕一代被「港獨」荼
毒，國家安全問題不能再拖。

陳曼琪指，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全
國人大常委會在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基
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
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
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治範圍的法律。憲法第五十二條至五
十四條亦寫明，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
中國公民，都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國家安
全的義務。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
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中央
授權香港對第二十三條自行立法，並非
無權為香港立法。

倡本港成立委員會維穩
她建議，中央在訂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時，可以制定量刑大原則，再定明由香
港法院作為審判機關，香港亦可自行制
定相關細則。她又建議在香港設立完全
由港人組成的國家安全官方機構─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要
涵蓋官方成員和非官方人士。
此外，陳曼琪亦指出，國家安全還面

臨很多方面的問題，包括金融安全、公
共衛生安全、信息安全等範疇。
另外，陳曼琪指出，大數據已經成為

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對國家安全、國
家治理、社會穩定和推動經濟發展等都
有重要影響，而國家所擁有的數據規
模、活性與掌控，及運用數據的能力，
將影響着國家層面的競爭力，故會在兩
會提交《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大數據戰
略》的建議。

陳曼琪：
國家有權為香港立法

有攬炒派不斷造謠香港未來將變成
「一國一制」，企圖以此製造社會亂
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強調，中央政府最希望「一國兩
制」成功實施，「一國兩制」對中國百
利而無一害，香港亦對國家貢獻很大，
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可以存在資本主義
制度，而且運作得很好，這是非常有力
的制度優勢。他直言，所有鼓吹中國想
要「一國一制」的言論，都相當無知。

中央憲制責任保港繁榮
現時一些年輕人對中央和
「一國兩制」等存在誤
解。黃玉山指出，國務
院港澳辦和中聯辦發
言人早前發表談話，
譴責攬炒派公民黨郭
榮鏗阻礙內會、違背

立法會議員的誓言，一些年輕人就認為
是中央「干預」香港，其實不然。中央
和香港要各司其職，才能將香港建設
好。中央對香港有創制權、特區政府的
組織權和立法監督權，讓香港安定繁榮
地運作，也是中央的憲制責任，因此在
基本法和香港社會運行出現問題時，中
央一定出聲。
他表示，香港在政治上、歷史上都是
中國的一部分，基本法是保障國家領土
完整和香港繁榮安定的定海神針，特區
政府和愛國愛港人士都應負起責任，向
下一代解釋國家的歷史、基本法和「一
國兩制」的真正含義。
此外，黃玉山認為，現時一些人對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存在誤解，雖然全球許多國
家和地區都有國家安全法，但仍需要向市
民解釋清楚相關法例，否則市民容易被人
誤導，以為國安法是「洪水猛獸」。

黃玉山：解釋法例消青年誤解

香港社會過去一年黑暴橫行、攬
炒派更勾結外部勢力搞亂香港。全
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不少市民
都希望可以盡快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以令社會恢復平靜。他坦
言沒有一個時機是完全成熟，希望
本屆政府可以完成立法，但立法是
香港的憲制責任，「除非特區政府
說做不到」，故今年不會在兩會提
出相關的建議。
譚耀宗說，現在有人明目張膽講
「港獨」，這在以前會認為是不可
能的，香港出現破壞「一國兩
制」、與中央對着幹的行為，中央
不會坐視不理，「當你的行為試圖
『反中』，擺脫中央，一定令中央
更具戒心，影響互信。」
他認為，中央沒有放棄、不理或
找其他地方代替香港，反而是很關
心香港、很希望香港好，擔心有人
破壞「一國兩制」。他坦言，如果
繼續衝擊「一國兩制」、挑戰底
線，是很嚴重的行為，市民希望香
港能上正軌，期待盡快完成第二十
三條立法，讓社會恢復平靜，不再

有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的事。

倡宣傳解釋免民被誤導
譚耀宗說︰「有時有些東西要弄

清楚，急不來，但有些是永遠條件
不成熟，變成永遠不做，永遠做不
成。」他並說，沒有一個時機是完
全成熟，希望本屆特區政府可以完
成立法，但相信今年難以完成，只
能寄望明年。他又認為，立法會議
員更要支持第二十三條立法，如有
擔心，可要求政府解釋清楚，但不
能因個人不喜歡而反對，「否則如
何叫擁護基本法呢？」
汲取去年修例風波的經驗，譚耀

宗強調，特區政府要宣傳解釋清
楚，不要讓市民被誤導，必須做到
讓市民了解立法的出發點，「不是
針對個人，不是要剝奪自由，而是
針對想破壞國家安全，煽動混亂，
顛覆國家的行為。」他並強調，言
論自由一定不會受影響，不會以言
入罪，法律會有清晰的界定和準
則，香港有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律制
度，不會亂告人、產生冤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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