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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竟成曾偉雄：立法適時有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
出手訂立港區國安法。全國政協委員、
兩名香港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和曾偉雄
昨日分別接受訪問時強調，港區國安法
立法適時又有必要，若不及時消除國家
安全的嚴重風險，承受惡果將是市民大
眾，並相信在有關法例通過後，更能將
黑暴背後的勢力繩之以法。
鄧竟成表示，此次全國人大從國家

層面為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是完全有必
要、適時，香港急需這樣的法例保護市
民，保障經濟民生。
他指出，自 2014年發生違法「佔

中」事件，到2016年的旺角暴亂，再
到去年的修例風波，可以見到黑色暴力
不斷升級，外國勢力干預愈發明顯，甚
至出現反對派請求外國制裁香港的鬧
劇，一些所謂的和平示威中都有亂港分
子揮舞外國旗幟叫囂「港獨」，近期甚
至出現涉及爆炸品和槍械的本土恐怖主
義苗頭，香港社會穩定已敲響很大警
鐘。

有助剷除黑暴背後勢力
近期再有黑暴勢力在網絡煽動市

民，鄧竟成表示，亂港分子瘋狂阻撓屬

預料之中，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完全有
能力處理，相信在有關法例通過後，將
有助將黑暴背後的勢力繩之以法，相信
廣大愛國愛港市民一定會支持和擁護全
國人大的立法安排，並相信中央政府有
關部門與香港特區政府充分協商後可以
互相配合，轉化為香港政府的具體政
策，維護國家安全。
曾偉雄直言，一些歐美政客對全國

人大審議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反應令人很
奇怪，從執法者的角度不能理解。香港
是開放的國際城市，若不能像美國紐
約、英國倫敦一樣，在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有法可依，是不可想像的事。縱觀現
有國際實例，「不能有國安法」的想法
很荒謬，一些歐美政客明顯持有雙重標
準。
他強調，香港市面已出現槍械、炸

彈等直接傷害無辜市民的恐怖主義活
動，有人藉黑暴手段攻擊不同意見者，
歐美國家絕不會容忍這些行徑。他認
為，這次立法恰恰保障了市民的權利與
自由，讓市民免受恐怖主義及黑暴蔓延
所造成的恐慌，若不及時填補國家安全
的漏洞和嚴重風險，承受惡果的將會是
市民大眾，中央出手是負責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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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參

加了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

會，會議歷時90分鐘。有港區委員

表示，會面的時間及內容，均顯示

韓正副總理非常重視港區委員，特

別是韓正會上向委員們詳盡解釋了

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的初衷和

原意，表明中央不希望見到香港工

商界和廣大市民成為「攬炒」的受

害者，以及堅決維護「一國兩制」

的決心，期望香港保持繁榮穩定，

並從中體會到中央對香港的深切關

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昨日上午的會
面歷時90分鐘，內容非常全面，涵蓋了

3個範疇，包括內地的聯防聯控抗疫情況和經
濟發展狀況及港區國安法。無論是會面的時
間及內容，均顯示韓副總理非常重視港區委
員。
他續說，內地的疫情基本受控且進展良好，
經濟穩步復甦，如內地目前用電量已經達到去
年同期的95%，反映內地復工復產的進度理
想。

危局須中央果斷出手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指，韓副總理會上講話
反映中央非常關心香港的情況，特別香港的反
對勢力越趨偏激，「攬炒」之風盛行，甚至出
現了本土恐怖主義抬頭，加上外部勢力勾結香
港反中亂港分子，企圖將「港獨」意識滲透各
個階層，香港已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當前的
危局必須依靠中央果斷出手，訂立港區國安法
以維護國家安全是必要和及時的。
他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處理
香港問題和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權利和
責任。此刻，複雜的國際關係千絲萬縷，香港
問題成為外部勢力打擊中國的一個重要武器。

是次中央政府主動出擊，訂立適用於香港的國
安法，能起到打擊「港獨」，維護國家安全、
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立竿見影的作
用。

利營商環境挽留人才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

懷表示，香港不可以成為國家安全方面的
「無掩雞籠」。無論是身為政協委員，還是
香港工商界的一分子，他都真心支持港區國
安法的設立。「立法對香港長遠發展是好
事。」他指出，在香港做生意的人都很擔
心，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黑暴是否會返轉
頭？」因此，工商界人士樂意見到中央出
手，止暴制亂。
他續說，在去年修逃犯例一事上，反對派

「販賣恐懼」，故希望全國人大有關港區國安
法的細節能夠盡快出台，香港方面亦要做好解
說工作。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表示，韓
副總理在參加聯組會時向委員詳盡解釋了全國
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的初衷和原意。去年的街
頭黑暴已經嚴重打擊香港營商環境，令內地和
國際投資者和優秀人才對香港卻步，中央從香

港實際情況出發，為香港制定國安法，能夠發
揮穩定社會的作用，更有利香港營商環境和挽
留國際人才。
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

表示，韓正副總理的講話完全掃清了香港攬炒
派向社會作出的誤導，並強調香港獲授權立法
但長期將議題擱置，絕對不是立法原意，制定
國安法律才是立法原意，並支持韓正副總理所
指，立法是針對極少數極端、鼓吹「港獨」的
人，並能保護絕大部分守法港人的人身安全、
財產安全，及社會的公共安全。

港區代表挺立港區國安法

委員：韓正講話體現中央護港
詳釋立法初衷原意 盼穩定香港大局

倡建收集意見渠道
建議向港人宣傳相
關立法安排時，可多

做細緻考慮，用符合港人習慣的用
字等，以示尊重，並希望在此次立
法過程中，建立渠道收集港人意
見，畢竟相關法律在港實施，港人
的參與和表達亦十分重要。

建立健全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的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但是香港
特區的憲制責任，也是最大程度上
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可以得到最全面準確的
貫切。通過立法遏止香港近年來出
現的亂局，包括司法、立法體制受
到的破壞，香港社會才能有條件發
揮自身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市民的人身
財產安全才能有所保障，「一國兩
制」事業才能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均表示，港區國安
法立法在香港當前的形勢下迫在眉睫，這一合法合理的

安排能捍衛「一國兩制」，為國家和香港創造安定有利
的環境，不僅有利於香港社會繁榮發展，也會保障市民
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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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新法盡快推出來，不要給反中亂港
分子有機會在新法實施前的空檔期間製

造混亂。同時，建議在社交平台做大量關於新法的正面
宣傳，及穩定金融市場的工作。

只有國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一國兩
制」的實踐才能行穩致遠，才會有香港

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民生改善、安居樂業，才能將
社會帶回正軌，恢復秩序，還市民一個安寧、安全的生
活環境。

韓正副總理的講話以及人大決定草案都
顯示出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就算知道推

出決定就會被西方國家有目的地群起攻擊，但仍堅定要
通過立法保護香港，這便是中央對香港的最大誠意和決
心。

認同韓正副總理的講話。是次立法是有
充分的法理基礎，特別是去年發生的連

串黑暴事件涉及外國勢力，令香港對國家安全構成的風
險日益加劇，所以有關立法是有絕對的必要性，大家應
該一同支持立法。

韓正副總理的講話道出了香港的問題所
在，特別是香港自去年修例示威以來，

社會動盪不止，反對派頻頻勾結外國勢力衝擊特區政府
管治權，現階段實有必要以最快速度，建立健全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對香港來說亦是順乎民
心、民意之舉，符合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和福
祉。

韓正副總理已向大家清晰說明立法的必
要性及合法性。中央政府為了維護國家

安全是有權做出相關決定，而香港經歷過超過大半年的
黑暴事件後，社會經濟都受到嚴重衝突，市民大眾亦終
日活在惶恐之中。港區國安法將保護大多數香港市民的
人身及財產安全，絕對值得支持。

香港回歸23年來，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
一直無法立法，反中亂港分子難以受到

法律制裁，更肆無忌憚在香港拖政府後腿，近年更明目
張膽打着「港獨」旗幟招搖過市。中央為了維護香港長
治久安，決定立法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是杜絕亂港
分子的重要舉措。

韓正副總理的講話為我們商界注入了一
支強心針。大家都看到去年發生的街頭

黑暴，受外國勢力支持的攬炒派肆意「裝修」中資背景
的店舖，並起底公司和其家人，又利用網上平台散佈惡
意攻擊。今次自己很開心見到中央為香港出台國安法，
填補香港的法例漏洞，更保障香港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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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會坐視不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力挺港區國安法立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力挺港區國安法立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曾偉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曾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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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生：

黃均瑜：

黃友嘉：

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
地義之事，必須堅定決心、

不能退讓。在目前的動盪社會氣氛之下，
香港兩三年內根本沒有可能自行立法，而
香港的「港獨」勢力和外部勢力已經有計
劃、有組織地行動，如不及時立法制止有
關顛覆政府的活動和組織，後果嚴重更難
於估計。

香港市民過去一年活在恐慌及社會動盪
之中，訂立港區國安法不僅合憲合理合
法，亦是絕大部分市民的意願，大部分市
民均認為立法應愈快愈好。

立法非常及時，也是非常
迫切的需要。回歸以來，因

為種種原因基本法23條一直未立，香港的

憲制責任一直未盡，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
最弱一環。去年的黑暴運動，清楚地看到
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受到清晰和迫在眉睫
的威脅。
「一國」為「兩制」之本，當這個本受
到傷害的時候，「傾巢之下豈有完卵」，
而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
相關立法不但不會影響香港人的自由和權
利，亦會保障香港社會的安定，讓香港繼
續繁榮。

洪為民：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鄧竟成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鄧竟成

2003年，
香港推出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未有成功，當
時身為立法會議員的我對此感到非
常遺憾。正是因為香港一直沒有相
關法律保障，才造成很大的國家安
全漏洞，非法「佔中」、修例風
波，外國勢力干預，以及有人不斷
搞分裂等，都和香港缺乏國家安全
法的法律保障有關。

去年黑暴搞到香
港民不聊生，現在

疫情稍緩黑暴又欲重來，加上外國勢力滲
透，企圖從各方面擾亂國家安全，若不訂立
港區國安法，國家可能會出現大問題。
香港回歸祖國23年仍未完成相關立法，這

次是國家忍無可忍，相信相關立法對香港長
遠發展非常有利，是在真正推行「一國兩
制」。此外，執行機制要做好，要做「有牙
老虎」，只有嚴格執法才能起到震懾作用。

訂立港區國安
法及時合理，有

助香港平復暴力事件、恢復秩序。去年到
現在香港出現很多破壞行動，令「一國兩
制」、經濟民生受到損害，亦有外國勢力
鼓動暴力行為，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中央作為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最終守護者，

一定不可以坐視不理，因應香港當前情況，
一定要採取行動，此次立法安排對堵塞基本
法在國安方面的漏洞，會產生很大作用。

■■唐英年透過視頻表示唐英年透過視頻表示，，韓正的講話內容非常韓正的講話內容非常
全面全面，，涵蓋了三個範疇涵蓋了三個範疇。。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