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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香港5月22日電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發言人5月22日表

示，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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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堵塞香港國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

要之舉，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

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充分體現了對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護和最大

關愛。

新華社北京5月22日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5月22日

就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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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談話表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有關決定，十分及

時，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將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築牢制度根基。

該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維護國家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依法防範、制止、懲治任何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的憲制責
任。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時，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
中央政府通過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授權香港特別
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
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
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體現了中央政府對
特別行政區的信任和對香港原有法律制度的尊重。然
而，香港回歸近23年來，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一直沒有完成，而且被嚴重污名化、妖魔化，加上
香港原有相關法律長期「休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機構設置、力量配備、權力
配置方面存在諸多缺失，導致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
國家安全方面實際處於世所罕見的「不設防」狀態。
該發言人指出，近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
家安全方面面臨的形勢日趨嚴峻。特別是2019年
「修例風波」發生以來，「港獨」組織和激進分離
勢力在外國和「台獨」勢力支持下，公然叫囂「香
港獨立」等口號，煽動無底線的「攬炒」，實施觸
目驚心甚至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犯罪，乞求並
勾連外國和「台獨」勢力赤裸裸地干預香港事務。
這些違法行徑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嚴
重危害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事實表明，國
家安全漏洞大開，全社會都會付出慘痛代價。
該發言人指出，香港自回歸之日起就重新納入國
家治理體系，中央政府對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秩序負有最大責任，對「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貫
徹落實和香港基本法的正確實施負有最大責任。國
家安全立法屬於國家立法權，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部
分立法權，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
屬性，也並不因此喪失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應有的責
任和權力。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面臨嚴峻

局勢且無法自行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立法的情況
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根據
憲法賦予的權力作出有關決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問題作出
原則性規定，並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
定相關法律，是必然選擇，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該發言人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
核心要義。「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兩制」從
屬和派生於「一國」。「一國」最重要的要求，就
是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得
不到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也無從談起。從國
家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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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法治港、落實黨的十九屆
四中全會有關決策部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有效防控國家安全風險的當
務之急，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的治本
之策，是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築牢制度根基。
該發言人強調，此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有關
決定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有關法
律，針對的只是那些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
織實施恐怖活動的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
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不僅不會影響到香港居
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包括遊行集會的
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而且會使香港廣大
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在安全環境下得到更好行
使。「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香港實行的資本主
義制度不會變，高度自治不會變，法律制度不會
變，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將繼續依法得到保
護。在國家安全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香港必將
發展得越來越好。
該發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國政府和
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意志堅
如磐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如磐石。歷史終將證
明，伴隨着「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在實踐中不
斷完善，「一國兩制」這艘航船必將沿着正確的
航向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該發言人表示，自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
以來，香港反對派及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勾連外

部勢力屢屢突破底線，讓「一國兩制」實踐面臨嚴峻
挑戰，令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一些人公然鼓吹
「港獨」，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為美國
而戰」，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
機構和特區政權機關。他們當街縱火，四處投擲汽油
彈和燃燒彈，破壞程度不斷升級，已經呈現本土恐怖
主義特徵。這些行為使香港國土安全、政治安全、公
共安全遭受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和市民生命財產受到
嚴重威脅。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局面，「一國兩
制」列車面臨脫軌的危險。
發言人指出，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來說，維護國

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必答題」
而不是「選擇題」。「一國兩制」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維護國家統一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兩者
缺一不可。回歸以來，特別行政區制度得以確立和
有效運行，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遇到新
的問題和挑戰，在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原則問題
上，現實風險尤為突出。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對維護國家安全負有無可爭議的憲
制責任。回歸近23年來，特區政府為此不斷作出努
力，但在反對派百般阻撓下，有關立法至今無法完
成，使香港成為世所罕見的在國家安全上「不設
防」地區。以國家立法的方式堵住香港國家安全
的風險漏洞，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和執行機制，
是維護「一國兩制」制度安全的迫切需要，
也是完善同憲法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
和機制的必然要求。
發言人強調指出，香港出現當前嚴峻

複雜局面，與回歸以來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缺失有着重要關係。香港一些人與國際反

華勢力和「台獨」勢力相勾結，妄圖推動香港走向獨
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越來越多的香港同胞清醒看
到，這些人的行為不是要民主多一點少一點的問題、
政制發展快一點慢一點的問題，而是要頑固對抗中央
全面管治權，衝擊特別行政區憲制制度，根本上毀掉

「一國兩制」。最近在香港抗擊新冠疫情取得顯著成
效後，社會各界迫切期望香港能夠團結起來再出發，
這是民心所向，是香港繼續前行的力量。沒有和諧穩
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少數政治激進分
子企圖「攬炒」香港，綁架750萬港人利益，執意把
香港逼往絕路，對此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他們完全
低估了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大局穩定、
維護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決心和意志。中央對維護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負有最大責任，對維護國家
安全負有最大責任，對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和香港同
胞的根本福祉懷有最大關切，採取果斷有效舉措，築
牢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屏障，勢在必
行，理所當然。
發言人指出，有關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是分裂

國家、顛覆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及外國和境外勢
力干預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針對的是極少數涉嫌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廣大市民依法享有的言論、
新聞、出版、集會等自由不受干預，日常生活不會受
到影響，財產安全繼續得到切實保障。中央政府會始
終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切實保障廣大市民依法享
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在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時會
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符合法定職權、遵循法定程序，
不會損害一切合法權益。可以想見，反對派及本土激
進分離勢力出於反中亂港的居心，勢必會大肆造謠抹
黑、以危言聳聽的慣用伎倆製造恐懼。廣大市民一定
要認清他們的本質，要看到中央維護「一國兩制」的
決心和信心，要相信國家安全得到保障，香港才能發
展得更好。
發言人強調指出，中央對港的方針政策始終是為了
確保「一國兩制」正確實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只有國家安全根基牢固，社會大局穩定，才能夠
解決經濟民生等深層次矛盾問題，才能充分發揮「一
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才能為香港贏得更大發展空
間。展望未來，我們相信香港在國家安全立法的保障
下，能夠逐步健全和完善特別行政區制度，譜寫出經
濟繁榮發展、市民幸福生活的新篇章，繼續為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作出獨特而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公署網訊，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發言人5月22日表
示，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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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堵塞香港國家安全法律漏
洞、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必要之舉，而且
有利於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發言人說，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

前提，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國家安全立法是
一國行使和維護主權的體現，符合國際法和國
際通例。世界上無論是單一制國家還是聯邦制
國家，國家安全立法都屬於國家立法權力；無
論是普通法國家還是大陸法國家，都制定有國
家安全法，或在其法律中明訂條文防止和懲治
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行為。
發言人指出，基本法已經頒佈30年，香港已
經回歸23年，但內外反中亂港勢力無視香港已
經回歸中國的現實，企圖將香港當作獨立半獨
立的政治實體，當作對內地進行分裂、顛覆、
滲透、破壞的橋頭堡，故意歪曲「一國兩
制」，歪曲基本法的宗旨和內容，百般阻撓基
本法23條立法。
發言人指出，自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以

來，「港獨」和本土激進勢力活動更加猖獗，公
然鼓吹「香港獨立」、「光復香港」等主張，甚
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乞求外
國勢力干預、制裁香港，大搞「社會攬炒」、
「經濟攬炒」、「政治攬炒」，暴力恐怖活動
不斷升級。外部勢力赤裸裸插手香港事務，公
然勾結和支持香港反對派和極端暴力分子從事
反中亂港活動。 發言人指出，上述行徑已經
嚴重威脅中國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嚴
重危害特區政權安全和公共安全，嚴重挑戰「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而
緊迫的現實危害，香港已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
一個突出風險點。
發言人強調，沒有任何國家會對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坐視不管，會允許自己的國土上存在
「不設防」的城市，會容忍外國敵對勢力肆意插手
本國內政。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部分，是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在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中央有權有責。在香港國家安
全受到現實威脅和嚴重損害、特區政府難以自行
完成國安立法的情況下，採取果斷措施，從國家
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是形勢所迫，也是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發言人表示，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是分裂

國家、顛覆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及外國和境
外勢力干預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針對的是極
少數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廣大市民的
日常生活絕不會受到影響；在履行維護國家安
全職責時會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符合法定職
權、遵循法定程序，不會損害任何合法權益。
中央政府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堅持依法治
港，將繼續依法保護各國在港合法利益，依法
保護外國投資者在港合法利益，支持各國在經
貿、文化、旅遊等領域同香港保持和發展關
係，支持香港開展對外交往與合作，鞏固香港
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發言人重申，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
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符合包括國際社
會在內的各方共同利益。我們希望國際社會恪
守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等國
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全面準確理解
並以實際行動支持「一國兩制」，客觀公正看待
中國全國人大決定，尊重和支持中方依法在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不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
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補國家安全漏洞
保「一國兩制」前途

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築牢制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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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訊，外
交部發言人5月22日就全國人大會議
涉港議程發表談話，表示國家安全是
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關乎國家
核心利益。現實情況是，2019年香港
「修例風波」以來，「港獨」和激進
分離勢力活動日益猖獗，暴力恐怖活
動不斷升級，外部干預勢力和「台
獨」勢力赤裸裸地加大干預香港事
務，嚴重危害香港公共安全，嚴重挑
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對國家安
全構成現實威脅。
發言人強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

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國家
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維護國家
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築牢「一國
兩制」制度根基的必要舉措，是保障
香港長治久安，防範遏制外部勢力插
手干預香港事務的必然選擇，合理合
法，勢在必行。
發言人指出，世界上任何國家，無

論是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國家安
全立法都屬於國家立法權力。中國中
央政府對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最大和最

終的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
制」的核心要義，是「一國兩制」賴
以生存的基礎。只有國家安全有保
障，香港的繁榮穩定才能有保障。從
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打擊的
是極少數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的行為以及外
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
動，保護的是遵紀守法的絕大多數香
港市民，保障的是香港居民以及外國
在港機構和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的
是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這也符合
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發言人重申，「一國兩制」是中國
的基本國策，中國政府堅持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香港
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
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問
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
預。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
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
移。

國家安全關乎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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