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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之際，筆者正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對於全國
人大常委會關於提請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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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案，我表示全力支持，並認為「宜早不宜
遲」，希望國安法9月前透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
施，全面有效地為國家安全築起防護網。我認為，為了維
護國家安全、「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障國家和香港長遠發展利益，國
家不能再忍、更不能退讓，有必要重手出擊控制香港的局面，有迫切性立
法、繼而果斷執法，讓香港回復穩定繁榮正軌。

維護國家安全是每一個香港市民的責任。事實上，維護國家安全，是特
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亦是每一個市民的責任。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
工作，明顯原地踏步，毫無寸進，至今未能就基本法23條立法，形成了
一個國家安全的重大缺口。今次中央出重手，明確地向香港「攬炒者」發
出警號，「港區國安法」在港實施勢在必行。
國安法立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障香港社會行穩致遠。

香港街頭暴亂持續近一年至今仍未平息，很多市民看到黑暴出沒，敢怒不
敢言。加上近期警方偵破多宗炸彈案，可見本土恐怖主義已經成型，再不
強力控制局面，恐怕跌入無可挽救的境地。令人髮指的是，有「攬炒者」
以反中亂港為目的，要求外國干預國家及香港事務，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擺
在眼前，不能不管。
自2014年違法「佔中」開始，到近日疫情稍為放緩，有示威者高舉所

謂「光復香港」旗幟，在商場聚眾叫囂，又放火堵路，甚至有人明目張膽
宣揚「港獨」，危害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9月立法會選舉臨近，反對派
更揚言要搶攻過半數席位，企圖奪取管治權。面對以上種種挑戰底線行
為，香港卻沒有有效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令國家安全
在香港長期處於「不設防」的狀態。
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我們可以依法防範、制止、懲治相關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組織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的行為。支持中央人民政府
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構，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
安全的相關職責。為避免香港成為顛覆國家平台，中央有權力、有責任、
有義務適當地介入，讓香港社會重回正軌。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實踐的路途上，難免有些不平坦，但

我們必須緊記，先有「一國」，後有「兩制」，香港決不能成為國家安全
的風險口。今次「港區國安法」立法，可以令香港社會回復穩定，不斷完
善「一國兩制」的實施，亦令特區政府依法有據地採取行動，填補維護國
家安全的漏洞。

中央立法盡快止暴制亂對香港市民有利
在香港未能完成立法，而國家安全問題在香港日益突

出的情況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並將有關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

實施，既能夠做到針對當前的嚴峻形勢，維護國家安

全，又顧及了香港自身難以完成有關立法的政治現實，

是當前最務實可行的做法。中央此時決定為香港進行國

家安全立法，盡快在香港止暴制亂，讓香港社會秩序重

回法治軌道，令香港經濟不至繼續惡化，令民生得以保

障，對香港700多萬市民都是好事，相信會得到市民的

理解和支持。

林建岳 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在香港，國家安全已經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勢力
的現實威脅和嚴重損害。美國用制裁作為手段高調
介入香港事務，香港的反對派政客絡繹不絕到外國
請求制裁香港，反修例暴亂仍未止息，有極端組織
公然鼓吹「香港獨立」等等。這些都敲響了香港國
家安全的警號。

中央有權有責堵塞國家安全漏洞
環顧全球，國家安全立法都是屬於國家的立法權

力。全國人大在制定基本法時，考慮香港當時實際
情況，通過基本法第23條規定特區自行立法禁止七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是在「一國兩制」下作
出的特殊安排，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充分信任
和對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充分尊重。
同時也要看到，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並不改變國家
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屬性，全國人大常委會

具有憲制的權力和責任完成國家安全立法，堵塞香
港的國安漏洞。

香港回歸祖國接近23年，仍然沒有完成基本法23
條立法，導致香港在國家安全上存在嚴重短板。實
事求是地說，香港特區在未來較長時期內都缺乏自
行完成23條本地立法的條件，這是香港的政治現
實。在香港未能完成立法，而國家安全問題在香港
日益突出的情況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並將有關法律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在香港實施，既能夠做到針對當前的嚴峻
形勢，維護國家安全，又顧及了香港自身難以完成
有關立法的政治現實，是當前最務實可行的做法。

國安缺位威脅香港經濟民生繁榮穩定
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長期缺位，不單危害國家

的安全和主權，更威脅香港的繁榮穩定。去年開

始的反修例暴亂，嚴重衝擊本港法治秩序，損害
營商環境，市民的安全、權利、自由受到嚴重威
脅。在黑暴「攬炒」和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本
港上季本地生產總值收縮8.9%，表現歷來最差，
失業率亦升至5.2%的10年新高，普遍預料香港
經濟的下滑仍未見底。國際社會對香港信心受到
嚴重影響，國際權威機構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
海洋公園瀕臨關門，珍寶海鮮舫經歷40多年風雨
宣告無奈結業。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稍為緩和，而特區政府亦已為

抗擊疫情投入3,000多億元，目的是讓市民在疫情
下保持生計和安寧生活。但當市民開始看到一絲希
望後，黑暴「攬炒」行為隨即捲土重來，街頭暴力
開始增加，社會氣氛再趨緊張。香港經濟已經跌落
谷底，市民飯碗隨時不保，如果暴力重臨，必令香
港已受重創的經濟雪上加霜，令失業情況持續惡

化，香港繼續蒙受疫情和黑暴「攬炒」雙重打擊，
將帶來無法承受的嚴重後果。中央此時決定為香港
進行國家安全立法，盡快在香港止暴制亂，讓香港
社會秩序重回法治軌道，有利於更好地保障香港廣
大市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為香港經濟民生提供更
穩固的保障，香港社會各界應該支持。

中央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
必須指出的是，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

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保護的是遵紀守法
的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習主席多次強調，中央實
施「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同時確保
「一國兩制」實施不走樣、不變形。這次立法正
是確保「一國兩制」實施不走樣、不變形的具體
舉措，也反映中央對「一國兩制」、對香港支持
的決心不變。

全國人大將就香港保障國家安全立法，
這也意味着在回歸祖國23年後，香港國家
安全的漏洞終於可以堵塞，風險將得到控
制。對此，每一位真心愛護香港的市民都
由衷感到高興和擁護。
國家安全關乎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也關

乎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關乎在香
港生活工作的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和長遠
福祉。韓非子有云：「奉法者強則國強，
奉法者弱則國弱」。近一年來香港社會的
亂象為這句法家名言提供了最好的註腳。
隨着全國人大正式啟動「港區國安法」

立法，不僅再一次宣示中央依法止暴制亂
的堅定信心，也使得渴望香港穩定繁榮的
市民大眾擊掌相慶，因為黑暴勢力肆意妄
為的日子就要到頭。國安立法，為打擊威
脅香港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勢力和行動提供
了法律依據。

更為重要的是，國安立法為執法者提供
了更為有效、有力的執法依據，同時對違
法者形成法律震懾。

為香港經濟恢復保駕護航
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和亞洲最具吸引

力的旅遊城市，有了國安立法的香港就好
像有了「定海神針」。商家可以安心經
營，投資者可以安心投資，市民可以安心
工作生活，遊客可以安心來港旅遊消費。
唯有如此，香港經濟才能逐漸走出低谷，
百姓生活才能盡快恢復正常。
去年6月藉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衝擊，

為香港法治秩序、經濟民生帶來沉重打
擊，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使情況惡化─
遊客止步百業凋零，失業人數屢創新高，
基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要扭轉頹勢，
重振香港經濟，只有依靠法律手段、從根

子上止暴制亂，才能立竿見
影、正本清源。

立法成定局 關鍵在執行
從法律角度講，國安立法只是第一步，緊

接着，還有確定執法機制和流程、明確執法
主體、制定相應罰則等法律程序要走。
希望中央在按法定程序制定法律的同時，

精心設計有關執行機制，既讓法律權威得到
彰顯，極少數人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得
到懲治，也能使絕大多數港人依法享有的各
項權利和自由繼續得到切實保障。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所有希望香

港長期保持繁榮穩定的愛國愛港人士，不
僅應全心全意支持中央立法，更需要全力
以赴支持特區政府落實執行，使得香港不
再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外之地，也使得
「東方明珠」可以再次璀璨輝煌。

國安立法：立法民心所向 助港長治久安
鄭翔玲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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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提
請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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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
案，香港各界表示全力支持和堅決擁護。
全國人大依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從國家層面推進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工作，是應當行使的權力和應當履行
的責任，尤其在當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受到現實威脅和嚴重損害的
形勢下，更具有突出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但勢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緩。
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全國人大的決定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合
法性。
香港一年多的情況有目共睹，去年發生的修例風波不但嚴重破壞社會秩

序、侵蝕法治基石，而且突顯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巨大風
險。深入觀察香港亂象可見，風波背後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的勾連合謀。長
期以來，香港反對派一直企圖奪取香港管治權，並勾結外部勢力對內地進行
各種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外部勢力原本通過代理人遮遮掩掩插手
香港事務，如今直接走上前台，公然為反中亂港勢力和暴亂分子撐腰，向
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施壓，還拋出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進
一步升級干預。此外，「台獨」與「港獨」勢力勾連合流也動作不斷。
事實已表明，香港已成為外部勢力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主打

牌」、對內地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的橋頭堡和實施「顏色革命」的突破口。
修例風波還突顯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明顯的法律漏
洞和執行機制缺失。一方面，香港現行法律中與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有
關的規定，因種種原因長期處於「休眠」狀態，難以有效執行，而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設置、力量配備、執法權力配置等也存在明
顯「短板」，這些情況導致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處於「不設防」狀
態，不能有效震懾、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同時，反對
派刻意將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市民權利自由相對立，通過污名化、妖魔化
一再阻撓、延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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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極強現實針對性，也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
有利於更有效防控國家安全風險，有利於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
安，有利於保護香港最廣大市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有利於更好保障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權，有利於維護香港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
境。這是「一國兩制」實踐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件大事，必將產生積極而
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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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中央政府經過慎重考慮，決定為香港就
國家安全立法。消息如平地一聲雷，振奮
人心，掃除困擾香港多時的政治陰霾，更
震懾所有反中亂港分子及背後撐腰的外部
勢力。沒有國，哪有家。因為維護國家安
全長期存在短板，不僅窒礙了香港的穩定
發展，更不斷把香港推向黑暴「攬炒」、
玉石俱焚的危險境地。沒有國安，何來
港寧。在此關鍵時刻，中央出手為香港
堵塞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為香港清除
最大危機、掃除最大障礙，把香港拉回
法治安定的正軌，鞏固香港「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的根基，更是對所有以香
港為家的廣大市民安全、財產、自由的
最有力保障。
在反對派和外部勢力的長期干擾阻撓

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始終未能完善，有人一再挑戰、逾越
國家安全的紅線，去年反修例風波掀起的
黑暴「攬炒」，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存在
短板的弊端充分暴露，香港反中亂港勢
力，仰仗外部反華勢力的支持，明目張膽
搞「港獨」，策動「顏色革命」，甚至以
本土恐怖主義的暴力襲擊，不僅要「攬
炒」香港，更要把香港變成顛覆國家的基
地，直接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

堵塞國安漏洞刻不容緩
正如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昨日在說明有

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定草案時指出的，
23條立法有被長期擱置的風險，現有法律的
有關規定亦難以有效執行，維護國安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都明顯存在不健全、不適
應、不符合的「短板」問題，致使危害國安
的各種活動愈演愈烈，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維護國家安全面臨不容忽視的風險。

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健全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
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已迫在眉
睫、刻不容緩，而香港自己完成有關立法
阻力重重，在此形勢下，由中央出手，從
國家層面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改變香港國安領域長期
「不設防」狀況理所當然，彰顯了中央對
國家、對香港、對港人的責任擔當。

維護國安就是救港
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更是

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安居樂業的大前
提。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能

夠發展成為國際金融、經
貿中心，保持法治安定是
香港賴以成功、安身立命的最大資本。
但是，香港維護國安的法律法規長期處
於「休眠」狀態，維護國安的機構設
置、力量配備和執法權力存在明顯缺
失，香港經濟繁榮、市民生活穩定所受
的影響首當其衝。
去年下半年開始，香港經濟、就業、消

費信心各項指標急轉直下，到如今已處於
近十年來的最差水準。這當中雖然有疫情
因素影響，但疫症終有根治的方法，疫情
也會逐步受控，然而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
不堵，黑暴「攬炒」一日不除，香港一日
沒有好日子過。

有的士司機也向我抱怨，當前疫情稍為
穩定，生意才有所好轉，但黑暴又出來
「搞搞震」，擔心去年反修例風波重演，
他們生計再受影響，三餐難保。當他聽到
中央出手維護香港國安，不由自主連聲稱
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維護國家安
全，就是救香港，就是保障港人的利益，
這個道理連的士司機都懂，廣大愛香港、
以港為家的人，都應責無旁貸支持中央維
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法治安寧，保障香
港穩定繁榮。

沒有國安 何來港寧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反對派在
5月21日晚上回應時，指控中央政府「攬
炒」香港。然而，大家可以回想下列年序的
事件，理性分析到底誰在「攬炒」香港。

2014年，戴耀廷等人策動違法「佔中」
79天。及後，反對派極力散播分離主義、倡
議「港獨」、「自決」等，並成立「香港民
族黨」等違法團體，有組織地推動「港
獨」。
2016年，反對派立法會當選人梁頌恆在

就職宣誓時，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橫額，並故意說出「支那」二
字，侮辱華人。

2017年，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設
內地口岸區，以便進行「一地兩檢」，反
對派抹黑「一地兩檢」是一道「隨意
門」，內地執法人員可隨意跨境執法，拘
捕港人。結果，有沒有發生過？
2019年，反對派繼續造謠演繹內地跨境

執法，製造恐懼，將修訂《逃犯條例》一
事無限上綱上線和高度妖魔化，形容《逃
犯條例》可令香港市民隨時送往內地受
審，並推動一連串反政府運動，不斷鼓吹
暴力、美化暴力、縱容暴力，嚴重破壞香
港社會安寧。
2020年，反對派三番四次乞求美國干預

香港事務，甚至要求美國和
國際社會制裁香港，取消香
港獨立關稅區待遇等。在無數次遊行隊伍
中，反對派人士手持美國國旗吶喊助威，
意圖繼續深化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干
預中國內政。
反對派形容「港區國安法」是惡法，但

不要忘記他們崇尚的西方國家，例如美
國、英國、法國，同樣有國安法，而在港
英殖民統治時代，英國政府在港設政治部
監控港人，為何反對派連提都不敢提？
香港市民必須想清想楚，究竟誰要「攬炒」

香港？誰要阻止反對派繼續「攬炒」香港？

國安法阻反對派攬炒香港
越毅強 香港群策匯思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