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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手訂

立 港 區 國 安

法，一直破壞

國家安全的攬

炒派竟稱此舉是「僭越香港特區的

立法權」，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

員、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

「一國兩制」當年是史無前例的創

舉，在實踐過程中或出現這樣那樣

的問題，故當年設計起草基本法特

別是基本法第十八條等條文時已預

設彈性，讓中央在面對香港出現特殊

情況時，可依法主動訂立相關法律維

護國家安全，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

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有權給人大常

委會完成相關工作。他表示，若需加

快立法進程，人大常委會可加會討

論，審議通過後將相關法律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再於香港公佈實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設執行機制符要求 安排落實待協商

攬炒派多年阻撓 累港漏洞長存

十八條留彈性 應對特殊情況
「港獨」黑暴逼中央出手 全國人大有權主動立法

自香港回歸祖國、基
本法生效以來，二十三
條立法一直被內外反對
勢力的不斷阻撓，攬炒
派中人不斷抹黑立法、

鼠竄外地唱衰二十三條，「民陣」等
組織不斷煽動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遊
行，與英美政客裡應外合，終令立法
擱置。其後，攬炒派更肆無忌憚，與
外部勢力勾結掀起違法「佔中」、旺
角暴亂及修例風波等。全國人大終於
決定審議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決議，香
港攬炒派竟聲言有關立法「蔑視了基
本法中讓香港自行就二十三條立法的
初衷及憲制秩序」，但事實俱在，中
央要出手，完全是因為香港攬炒派無
理阻撓，導致立法停滯不前，令香港
長期存在重大國安漏洞所致。
2002年9月，香港特區保安局發表
了「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

件」。2003年6月初，時任立法會議
員李柱銘鼠竄美國唱衰二十三條，更
與美國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會面，更
狐假虎威地引述對方稱他們「非常關
心」二十三條立法會「影響香港宗
教、新聞、集會等自由」。

乞外力煽遊行阻立法
同年6月下旬，李柱銘和涂謹申又
赴英國與上議院和下議院領袖見面，
聲稱二十三條立法「令香港人權、法
治受損」，而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
明》的簽署國之一，「有責任關注事
件。」
2003年沙士疫情稍緩，「民陣」即
發起「七一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
法，令特區政府在7月7日凌晨宣佈
無限期押後提交草案二讀，並在9月5
日宣佈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並承諾先搞好經濟，社

會達成共識才再立法。此後，特區政
府一直審時度勢，未有再對二十三條
進行諮詢。
2014年，出現了挑戰中央管治權威

的違法「佔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15年6月通過，並於同年7月起實
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中，明確表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
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
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攬
炒派就繼續抹黑國安立法，如公民黨
的梁家傑就聲稱將內地法律引入香港
並不可行，否則等同撕毀基本法云
云。

反修例實為宣「獨」
2016年，爆發了推動「港獨」的旺
角暴亂，到去年下半年，更爆發了表

面上反對《逃犯條例》條訂，實為宣
「獨」甚至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連串
示威遊行。其間，攬炒派通過打砸燒
威嚇建制派候選人以至選民，最終把
持了新一屆區議會，更企圖利用公帑
將「獨」滲入社區。
全國人大即將審議港區國安法的消息

傳出後，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即聲稱「港
人」不能「被打殘」，就算「垂死」仍
要「奮力繼續反抗」。「民陣」召集人
岑子杰亦鼓吹反對港區國安法的遊行，
「無論你是黃絲還是藍絲，為了香港
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甚至只是你的
飯碗，你都應該要站出來」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譚耀宗表示，在當年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已經
預計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故在基本法設計

上預設彈性，在遇到特別情況時能彈性處理，包括
基本法第十八條等設計，而第二十三條擺放在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部分亦充分說明，國家安
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是國家層面的事。

保護「一國兩制」不被破壞
他說，當時基本法寫明二十三條立法由特區政府自

行立法，是信任香港特區，但當時亦考慮到若特區沒
有完成相關立法，故根據國家憲法、香港特區基本
法，需要有其他合法的辦法和措施完成。
針對此次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及執行機制，香港攬炒派聲稱中央
「公然僭越」基本法白紙黑字訂明「屬於香港的立法
權」，「破壞」「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譚耀宗反
駁，搞「港獨」才是破壞「一國兩制」，而中央是想
保護「一國兩制」不被人破壞，並強調倘攬炒派2003
年不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早就完成了，

現在的情況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他直言，在攬炒派多年來的反對下，香港回歸祖國

23年仍沒有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去年香
港更發生眾多危害國家安全的「港獨」黑暴，觸碰
「一國兩制」底線，「這些是迫不得已（讓）中央出
手」，否則有關人等的氣焰會更加猖狂、明目張膽。

港區國安法符憲法基本法
譚耀宗重申，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安排符合憲法、基

本法，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
大監督憲法和基本法實施，所以人大現在可以授權給
香港特區制定第二十三條，也可以授權給人大常委會
做港區國安法的工作。現在人大是從國家層面維護國
家安全的制度，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做法。
為堵塞國家安全漏洞，盡快完成相關立法非常必

要，譚耀宗表示，若需加快立法進程，人大常委會
可加會討論，審議通過後將相關法律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再在港公佈實施，特區政府亦應盡早完成二十
三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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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全國人大將審議
港區國安法，多位香港政法界人士昨日均表示，由
全國人大制定全國性法律，是捍衛香港「一國兩
制」及法治根基，與特區政府自行就基本法二十三
條立法沒有直接關係，更不代表香港毋須為二十三
條立法。

國安法例各國都有
資深大律師、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強

調，全國人大授權人大常委會審議在港建立維護國
家安全法律及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不會影響香港
「一國兩制」及法治根基。
他解釋，所有國家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

《國際人權公約》亦清楚講明，基本權利也會因國
家安全理由而受到法律限制。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及司法程序，與內地不同的
經濟體系，看不到一條全世界都有的國安法例，會
摧毀「一國兩制」。

港仍須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香港前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表示，國家安全法第七條寫明，維護國家安
全應當遵守憲法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
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國家安全法與香港的《人權
法案條例》很符合。
她強調，中央為香港制定港區國安法，是為了堅

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但不代表有了港區國安
法，香港就毋須為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亦指，即使人大

作出有關決定，不代表二十三條立法被取代，日後
二十三條的內容亦要跟從相關決定。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

弘毅亦表示，「港區國安法」是中央行使國家安全
相關權力進行立法，其中只有顛覆國家政權及分裂
國家兩個部分與二十三條重疊，故與特區政府自行
就二十三條立法無直接關係。

全國人大將審議港區國安法，全國港澳研究會副
會長劉兆佳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權監督「一國兩制」實施情況，香港回歸
已23年，但一直不能就二十三條立法，中央政府
無可避免要工作，日後香港就二十三條自行立法
時，亦不能與國安法內容相牴觸。
劉兆佳形容，為香港解決亂局，中央已研究香港

國家安全問題多年，如果人大通過議案決定，相信
很快會出台相關法律，因為越晚出台就有愈多揣
測，也會令許多人製造恐怖活動，引致經濟動盪。
他續說，人大常委會的舉動，反映中央對香港能

夠在短期內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工作的信心不大，尤
其不少人反對立法，如果中央不出手，香港亂局無
法平息，加上外部勢力繼續插手香港事務，這種急
迫和危機感導致中央出手扭轉局面。
劉兆佳相信，中央訂立的相關法律是於長期法

律，日後香港就二十三條自行立法時，部分內容肯
定不能與相關法律相牴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日在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記者採訪時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憲制責任維護
國家安全，制定跟香港特區有關的制度。事實上，
黑暴對無辜市民動用私刑等暴行已符合恐怖主義的
定義，一定要採取行動。
譚惠珠表示，國家安全對國民的生存及發展非常

重要，國家憲法已經清楚訂明國家要建立保護領土
人民的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責根據實際情況
和需要，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而制定香
港特區有關制度是國家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十四項給
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的權利。這次的舉措
不但在法理上完全說得過去，並且是有必要的。
她強調，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國家安

全法就是要保障「一國」，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自
去年6月爆發修例風波以來，香港暴動不斷，已嚴
重破壞社會秩序，加上外力干預，黑暴公然鼓吹
「光復香港」、「市民革命」、「獨立」，甚至搖
着英美國旗，令香港建立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和執
行的制度變得有迫切性。
譚惠珠指，去年10月開始的暴動，有人用私刑

對無辜的人進行加害，已經有符合聯合國反恐主義
措施條例第二條的現象發生，即用暴力破壞公共秩
序，干擾或破壞基本服務和設施，及危害公眾的生
命健康安全。為了香港可以盡快回到正軌，令「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中央一定要採取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杜
思文）根據港區國安法，中央政府維
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
港特區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
安全相關職責。多位香港政法界人士
昨日表示，中央負責國家安全的機構
在香港設立相關機構，符合維護國家
安全執行機制的要求，相信有關安排
的落實需要特區政府與中央有關部門
協商，目前未有定案。

譚惠珠：人大有責護國安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說：「過往有若干中央的機構不
在香港運作，現在將會可以了，我估
計會包括一部分的執法人員。」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指

出，港區國安法列明，中央負責國家

安全的機構在香港設立相關機構，符
合維護國家安全執行機制的要求，具
體則要視乎最終的法律條文、執行香
港抑或內地的法律，或兩地執行機構
有默契地執行哪些法律等。
她強調，過去一年有修例風波和有

組織衝擊社會秩序等已涉及國家安全
問題，憲法規定人大有保護國家安全
的責任，有關權力無可置疑。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
表示，香港在回歸祖國前，英國的國
家安全事宜也由英國管理，有政治部
門或特別任務部門，「這要雙方協
商。」她並相信，在香港犯法就在香
港審理，「通常在犯罪地審訊。」

劉兆佳：未必直接在港執法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

示，中央負責國家安全的機構，最
主要是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在香
港設立相關機構，符合維護國家安
全執行機制的要求，也可以促進內
地與香港在情報分享和收集方面加
強合作。
他認為，國安部和公安部人員不會

直接在香港執法，執法工作會交由香
港特區部門負責，如香港警察等，內
地執法部門也不會直接指揮香港警
察、成為警隊的上司，香港執法部門
仍然聽命於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向中
央政府負責。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則表示，由

於仍未啟動制定法例的程序，現在
難以清楚說明有關的細節問題，相
信待正式法案決定公佈後大家就會
更清晰。

政法界：
與二十三條無衝突

譚惠珠：黑暴毀港須遏止

劉兆佳：中央不出手亂局難息

■唐英年 ■譚惠珠 ■梁愛詩 ■劉兆佳

■李柱銘（中）、涂謹申（右）、李
卓人等曾赴美抹黑香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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