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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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香港代表團及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昨日分別發表聲

明，指出全國人大授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就分裂國家、顛

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

活動、外國干預香港特區事

務等四類行為和活動進行立

法，針對的是香港當前面臨

的危害國家安全最嚴重、最

突出、最迫切的風險，懲治

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行為，保護的是遵

紀守法的絕大多數香港市

民，符合所有愛護香港的市

民所思所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代表委員：立法衛港符民意
保護大多數守法市民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在聲明中指出，建立
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已經成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當務之急。

反中亂港勢力貽害深遠
聲明指出，回歸近23年來，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沒有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存在明顯漏洞。去年修例
風波發生後，反中亂港勢力公然鼓吹「港
獨」「自決」「公投」等主張，毀損侮辱國
家主權的標誌，乞求外部勢力干預和制裁香
港，實施暴力犯罪和本土恐怖主義，嚴重踐
踏香港法治，對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
造成嚴重危害，破壞社會穩定，重創經濟民
生，損害香港的投資環境和國際形象，貽害
深遠。
聲明表示，改變香港國家安全領域長期

「不設防」狀況已經刻不容緩。全國人大此
次作出決定，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國家安
全立法都屬於中央權責，中央是國家安全及
國家利益的最終守護者。
聲明強調，全國人大根據憲法規定以及

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作出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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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香港在有關方面
的突出問題，構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制度屏障，是行使中央權責，是對基本
法實施行使監督權。全國人大有關決定沒
有取代或廢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
港特區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加快推動基本法
二十三條立法。
聲明指出，高度自治是在中央授權下的

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始終享有對特區的全
面管治權。只有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
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為和活動，加固

國家安全屏障，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才
有牢固的法治基礎，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和基本權利自由才有更堅實的保障。
聲明強調，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

會就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
恐怖活動、外國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等四類
行為和活動進行立法，針對的是香港當前
面臨的危害國家安全最嚴重、最突出、最
迫切的風險，懲治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
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保護的是遵紀守法的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符合所有愛護香港市
民的所思所盼。
代表團相信，全國人大有關決定有利於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有利於保護
香港廣大市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有利於維
護香港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必將推
動「一國兩制」航船沿着正確的方向乘風破
浪、行穩致遠。

中央出手解決勢在必行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聲明中表示，回歸後，

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明顯的法律
制度漏洞。修例風波以來，香港反對派勾結外
部勢力大肆破壞，「港獨」激進勢力日益猖
獗，暴力恐怖活動不斷升級，嚴重損害香港法
治和經濟民生，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的繁榮穩定。
在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相關法律缺失情況
下，由中央出手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的突出問題，勢在必行。
聲明強調，涉港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是分

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主義及外國干預等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對絕大多數守法市
民的權利和自由不會有任何影響。呼籲香港
廣大市民為共同福祉支持這項國家立法，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陳智思︰
港區國安法針對的是那些分裂國家、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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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市民
的正常工作、生活、企業活動等等都不會有所
影響，只會有更大的保障。

林龍安︰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絕不容許
任何勢力以任何方式去改變，從國家層面建
立港區國安法是必須的，有助堵塞國家安全
領域在香港長期「不設防」的漏洞，在憲法
和基本法的軌道上推進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建
設。

陳亨利︰
立法「宜早不宜遲」。為了維護國家安
全，不能再忍、更不能退讓，有必要重手出擊
控制香港局面，因此有必要和迫切性立法，繼
而果斷執法。

胡曉明︰
國家安全從來都是國家的責任，全世界各國都
有國安法律來保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特別香
港面對「港獨」勾結外部勢力的情況下，中央出
手堵住這個國家安全漏洞，保護「一國兩制」和
香港同胞的利益，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憲的。

蔡毅︰
港區國安法符合香港目前狀況，服務於

「一國兩制」，有利於香港和香港市民，有重
要性、必要性、合法性，體現中央政府對香港
的關心和支持，希望人大常委會盡快完成相關
立法。

譚志源︰
港區國安法符合憲法和基本法所設立的憲

制秩序，符合香港的現實需要，符合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要求。

霍震寰︰
香港十分需要有相關法規來遏制近乎恐怖

活動的行為，惜因為種種原因香港未能就二十
三條立法，現在中央出手保障「一國兩制」，
大家都樂意支持。

陳曼琪︰
有關議案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及合民

族大義的舉措，是「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及香港基本法應對新形勢、新
發展，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及領土完整，
打擊「港獨」、反中亂港及外國勢力干預中國
內政的必須舉措，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融
入國家大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常委唐英年︰
即使有關建立香港國家安全法

律制度的條例在港實施，都不會
削弱港人各項自由和權利，亦不
會破壞「一國兩制」。絕大多數
市民都不會分裂或顛覆國家，亦
不會勾結外國勢力或政治組織，
因此大家毋須擔心。條例實施對
本港營商環境有利，對維護香港
法治及穩定性有積極作用，相信
絕大多數商界人士會歡迎。

常委蔡冠深︰
港區國安法針對的是顛覆國家

等嚴重罪行，完全不會影響港資
以至任何外資在港的正常商業營
運，更不會影響市民的人權和言
論自由。事實上，國家安全是推
動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基
礎，立法長遠有利香港構建更穩
定、更安全的營商環境。

常委余國春︰
只有盡快建立起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香港才
會有繁榮穩定的堅固基石，才能
承擔起捍衛國家安全的重要使
命，讓大家重拾對香港重回正軌
的信心。

常委吳良好︰
中央為香港特區制定維護國家

安全法律的決定非常及時，非常
重要，將對推動香港形勢好轉發
揮關鍵作用，我堅決支持和擁
護。

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
反對派和外部反華勢力相互勾

結，煽動「港獨」，組織恐怖活
動，踐踏基本法，給香港經濟、
民生、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港
區國安法將對反對派產生強大的
震懾力。

委員黎棟國︰
中央以「先決定，後立法」的方

式，以雷霆萬鈞之勢授權其常委會
制定港區國安法，通過附件三在
香港公佈實施，是從國家的高度
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權力，
是拆解香港立法難困局的好棋，
對支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港人是大好消息；對反中亂港、
支持攬炒、黑暴、勾結外國和境外
反對力量的人則是當頭棒喝的壞消
息。

委員姚志勝︰
中央出手補全涉港國家安全立

法短板，充分體現了中央維護國
家安全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
並將有力遏止「港獨」「台獨」
勾連破壞國家統一，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
整體利益。

委員陳清霞︰
港區國安法是中央對維護國家安

全負有的責任。法例是有充分憲法
和基本法依據以及全面考慮到香港
實際情況而作出，有利於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

委員蘇長榮︰
立法體現了維護國家的主權丶安

全，符合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
需要，更是關乎全體香港居民的切
身利益，這是底氣也是大局。

委員楊莉珊︰
港區國安法順應了香港廣大民

眾的期待，有效打擊外部敵對勢
力在港活動提供重要法律依據。

委員黃華康︰
港區國安法的通過有助建立維護

國家安全正確的意識，對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意
義重大。英美西方國家一定會和香
港反對派配合興風作浪，愛國愛港
力量必須予以反擊。

委員黃楚基︰
國家安全就是香港的安全。港

區國安法將令那些投靠西方外部
反華勢力，搞「港獨」「顏色革
命」「本土恐怖主義」的攬炒勢
力不能得逞。

委員佘德聰︰
香港反對派及本土激進分離勢

力勾連外部勢力，在港扎根，暴
力禍港愈演愈烈，嚴重威脅到國
家安全，中央有責任也有義務維
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委員施清流︰
港區國安法補充現有法律的空白

和不足，針對的是那些極少數嚴重
犯罪行為，有關法例早一日獲審議
通過，香港早一日回復安定。

委員魏明德︰
要先根治香港目前問題，才能

更有效讓港人特別是青年人融合
國家發展大局、鞏固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友好協進會：
這是修補香港法律漏洞，為「一國兩制」沿
正確航線前行保駕護航，保證香港穩定繁榮的
重要舉措，非常及時、十分必要，協會同仁堅
決支持、積極擁護。
去年修例風波以來出現的黑暴、攬炒、
「港獨」以及不斷升級的恐怖活動，充分說明
了再不遏止，香港必將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後果不堪設想，並呼籲廣大市民理解、支持。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從國家層面建立港區國安法，可謂合理、
合法、緊迫、必要，對此堅決支持。近年來，
反中亂港分子與國外勢力相互勾連，紛紛粉墨
登場，「港獨」猖獗，肆無忌憚，醜態百出，
香港一步步滑入可怕的深淵。港區國安法的實

施，必若一柄利劍，刺破黑夜，擊碎一切叛國
亂港漢奸賣國賊的春秋大夢，反中亂港分子的
好日子終於到頭了！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相信港區國安法能有效遏制分裂勢力、維
護國家穩定統一、保障香港長遠利益，希望全
國人大能通過有關議案，讓香港盡快回復繁榮
安寧。

香港婦聯︰
港人應明白中央對香港和港人負責的良苦用

心，應明白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堅決、堅定支持中央完善香港國家安全立法，
築牢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和保障港人利
益的根基，共同凝聚起支持立法維護國安的強
大民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港區代表：對港人更大保障

港各界：擊碎反中亂港分子陰謀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合照。 代表委員新聞秘書fb圖片

■委員認為，港區國安法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意義重大。圖為本港鬧市。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