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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23年來，仍然未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
工作，導致香港的反對派人士與境外反華勢力一直有機
可乘，不時介入和惡意干預香港事務，對香港的繁榮穩
定和國家的主權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無論是2014年的

違法「佔中」，還是2019年發生的「反修例風波」，均反映一個突出
問題，那就是香港現行的法例存在不足，不足以堵塞香港在維護國家安
全領域的漏洞。

國家安全事關百姓福祉，填補缺口不容一拖再拖！第十三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決定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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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防
範、制止和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根據《草案》內
容，中央政府依據《憲法》第31條和第62條第2項、第14項、第16
項以及香港《基本法》第18條第3項，將涉及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
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必
將對反中亂港分子和境外反華勢力構成威懾，為香港社會的安定繁榮
保駕護航。
今次中央主動出手，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律，是在憲法和基本法的

框架下進行的，絕對合情、合理、合法，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義，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不存在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的問題。
立法保障國家安全，乃是「一國兩制」應有之義，完全符合香港的長

遠及根本利益。同樣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的澳門特區，早已在國家
安全立法方面做出表率，在2009年通過23條立法，所定立的一系列的
措施能夠有效地確保、維護國家安全及「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澳門
特區政府所定下的措施條款及具體機制，能夠防止外部勢力的干預，如
從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修改法案中設有「防獨」條例和2018年建立的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充分展現出立法帶來的優勢，有利於協助特首
就澳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進行決策。事實也證明，澳門自回歸以來，沒
有發生大型的社會治安事件，總體上保持了社會的繁榮安定。澳門能夠
完善國家安全立法，香港沒有理由做不到，亦不應做不到。

中央出手為國安立法的決定，毫不意外地，受到了外部勢力及反對派
的激烈反對。然而，歐美各地皆已制訂保障國家安全的相關法例，外部
勢力又憑什麼反對呢？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外部勢力政治干預，均屬於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立法防範及禁止
可謂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反對派高調反對，難道他們認為在香港發起
恐怖主義活動及分裂國家也沒有問題？他們真的顧及香港的公共安全及
繁榮穩定嗎？
正如港澳辦早前所言：「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寧」。期待今次

中央為香港制訂的國家安全法，能夠切實解決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的缺
失，為早日止暴制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提供堅實基礎。筆者相信，在
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一定能早日止暴制亂，堵塞國
家安全的缺口，香港的穩定繁榮將得到更大保障！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應就維護國家
安全「自行立法」，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正值全國兩
會期間，全國人大根據新的形勢和需要，行使憲法賦予

的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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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最大和最終的責任，也是對香
港繁榮穩定和香港同胞的福祉懷有的最大關切。
我們都知道，反修例事件從去年發生至今，社會上出現了極端暴力和

恐怖主義，有路人被隨便「私了」，有清潔工人被無辜砸死，市民敢怒
不敢言。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香港經濟創新低，失業率創新高，基
層市民叫苦連天，而反對派對此還不屑一顧，繼續一意孤行地大搞「政
治攬炒」、「經濟攬炒」、「社會攬炒」。
監警會的獨立報告中證實了黑暴力量都有統一的組織、指揮、行動和

裝備，甚至高呼「香港獨立」和「消滅中國」。美國利用香港作為一個
棋子，不斷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危害國家安全。香港作為「一國兩制」
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卻成為國家安全最弱的一環，香港當然有責任要
維護國家安全。

事實上，主權國家制定國家安全法是理所當然，比如美國1947 年的
《國家安全法》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指引與借鑒的意義，該法生效70 多
年來，經歷了多次修改，始終在不斷完善和發展。在雙重標準下，美國
總統特普朗威嚇中國在香港實行「國安法」，美國將「作出非常強力的
回應」，其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又聲言，在港推行國家安全
法，將嚴重破壞穩定，會遭國際社會譴責云云。

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家安全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
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只有國家安全有保障，香港的發展才能更
美好，「一國兩制」方針才能行穩致遠。對此，筆者很想問一句，請問
香港立國安法關美國什麼事？美方反應如此強烈，不是心裡有鬼是什
麼？

香港社會對國安法制亂寄予很大期望
韓正副總理會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和港區人大代表的講

話表明，中央出手補全香港的國安短板，是對香港在維護

國家安全方面的現狀、形勢和任務所作的準確研判和有力

回應，充分體現了中央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堅

強意志和堅定決心。香港市民對於「攬炒香港」之禍有切

膚之痛，深切感受到極端恐怖活動的危害。中央出手以法

止亂，正是香港重歸法治再出發、進而實現經濟民生大勢

轉好的重要轉折。對於中央為香港國安立法出手制亂，很

多市民表示理解和支持，社會對於香港由大亂轉為大治寄

予很大的期望。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為維護香港的國家安全，全國人大啟動立法程
序。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前日參加港
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昨日又會見了全國人
大會議的港區人大代表。韓副總理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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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基於香港局勢作出的慎重決策。

國安立法穩大局強信心保經濟民生
事實上，回歸以來中央對香港一直保持忍耐、克

制和包容，但反對派一步步挑戰和突破底線，勾結
西方及「台獨」勢力，嚴重威脅到香港的國土安
全、政治安全和公共安全，而且這種情況還在持續
加劇。「修例風波」引發的連串極端暴力恐怖襲
擊，就是這種危害的表現。如果反對派和分離分子
勾結外部勢力發起的「黑暴」勢力蔓延下去，香港
社會不僅經濟社會民生更難恢復，「一國兩制」

和國家安全更會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害，香港將會陷
入萬劫不復境地。中央出手補全香港的國安短板，
充分體現了中央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堅
強意志和堅定決心。
韓副總理又提到，依法懲治搞「港獨」、「黑

暴」等的極少數人，堅決反對外來干涉，是為了維
護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合法權益和切身利益，保障
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這段話講明了國安立
法關乎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利益的意義所在。去年6
月以來，社會各界深受反修例暴亂之害，不僅香港
經濟民生遭受重創，營商環境倒退，個人生命財產
安全更受嚴重威脅，法治正義不彰。市民對於「暴
力攬炒」、「經濟攬炒」、「政治攬炒」之禍有切
膚之痛，深切感受到極端恐怖活動的危害。今次中
央出手以法止亂，正是香港重歸法治再出發、進而
實現經濟民生大勢轉好的重要轉折。

中央為香港再出發營造良好條件
國安立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頒佈實施，分

離分子聯同外部勢力的黑手必將被斬斷，連帶黑暴
的資金鏈和組織鏈都會剷除，香港法治、政治、公
共秩序、投資環境等會逐漸回到正軌，投資者可以
放心繼續在港投資，市民出行不再擔心受到暴力恐
怖分子襲擊，法治更重獲尊嚴。對於中央出手為香
港國安立法制亂，很多市民表示理解和支持，社會
對於香港由大亂轉為大治寄予很大的期望。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制度優勢，需要香港

市民共同珍惜和維護。「港獨」、「黑暴」、「攬
炒」是「一國兩制」的大敵，必須清除免留後患。
這次國安立法，根本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更好地
促進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正如韓正副
總理所言，中央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和信心始

終堅定不移，對香港、澳門繁榮穩定和港澳同胞福
祉懷有最大的關切。今年兩會期間公佈的政府工作
報告有關香港部分便強調，「支持港澳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表達了中央將繼續大力支持香
港發展，為香港經歷種種難關後再出發營造良好條
件。

為國安立法實施營造良好社會環境
社會各界應該堅定支持「港區國安法」，把支持

國安立法的民意彰顯出來，既團結社會各界堅守法
治核心價值，又對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進行危害國
家安全的活動發出嚴正警告。香港需要推動結合國
家安全內容的全民憲法教育運動，樹立維護國家安
全的國民理念，為國家安全的立法和實施營造良好
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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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加讚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中央出手啟動「港區國安法」立法，香
港頓成全球焦點。國外的政客們也紛紛表
達了自己的「擔憂」，有聲言譴責的，有
聲言制裁的，也有感歎「香港的終結」
的。但是他們想過沒有，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鞋合不合適腳知
道，開水燙不燙人嘴知道，外部勢力只是
一個局外人，關心香港只是想利用香港，
把香港作為謀利益、撈油水的平台而已。
香港人沒飯吃了他們會給嗎？香港人沒錢
用了可以找他們要嗎？換了是他們自己國
內的一州或一郡發生香港這樣的情況，長
時間社會動盪，暴力橫行，人心不穩，經
濟下滑，他們還能這樣淡定，還能這樣大
言不慚地高談闊論嗎？說到底，是「港區
國安法」觸動了他們的根本利益而已。
對於香港的反對派來說，他們應該最

「開心」了，因為他們終於種瓜得瓜，求

仁得仁了。正是他們的得寸進尺、肆無忌
憚、越來越過分、越來越離譜地勾結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才讓香港社會各界更
清晰地看到，國安立法的迫切性、必要
性。
回歸二十幾年來，香港舞照跳、馬照跑，

港人的遊行、集會、言論、出版等自由得到
充分的保障，國家堅定維護「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對港方針政策。
反而是香港的反對派不斷勾結外部勢力破壞
「一國兩制」的實施，並煽動黑暴嚴重破壞
香港的法治秩序和經濟民生，讓「香港」這
家百年老店陷入發展危機之中。
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

為23條立法，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但回
歸二十多年來，23條立法工作至今毫無寸
進，這些阻撓者不正是在違背基本法、破
壞「一國兩制」嗎？為了阻撓《國歌法》

通過，他們不惜癱瘓立法會「攬炒」，這
不是赤裸裸地破壞「一國兩制」又是什
麼？自己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撓23條立法，
現在反過頭來說中央搶奪香港的立法權，
這是什麼邏輯？

有什麼矛盾、問題，自家人可以關起門
來有商有量從長計議，但為達一己目的、
不惜勾結外人，甚至請求外國制裁香港，
這可是天打雷劈、天地不容的反骨行徑，
700萬香港人民應該將這樣的人掃地出門才
對。
香港曾經相當富裕，但這麼多年的蹉跎

歲月，加上近一年來的黑暴摧殘、疫情打
擊，經濟民生皆受重創。但「亡羊補牢，
未為晚也」，這次中央痛下決心，強勢出
手，為香港刮骨療毒後，香港憑藉既有優
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再出發、再崛
起，猶可期也。

國安立法助港刮骨療毒
李 龍

香港過去一年亂象叢生，世
人有目共睹。「港獨」組織和

激進的本土主義日益猖獗，不斷勾連仇中的
外部勢力，以恐怖主義的手段在港推行「顏
色革命」，黑暴禍港、政治「攬炒」，騎劫
香港700多萬人的福祉，更有人揚言要癱瘓
特區政府，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底線，危
害國家安全，必須正視。

在香港當前環境下，特區行政立法機構
難以自行完成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
因此，全國人大從國家層面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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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
塞香港目前的法律漏洞無可厚非，是為時
所驅、為勢所迫、合法合憲、合情合理。

首先，政治上必須要明確：作為國家的
一部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
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履行的憲制責
任。訂立「港區國安法」符合國際慣例，
在多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新加坡推行
已久，主要維護國家安全。這一決定絕對
無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針，亦不會改變香港特區過去23
年享有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
權和終審權，市民可繼續享有言論、新
聞、集會、示威、遊行等自由。只要是合
法的，不涉及損害國家主權安全，不背離
香港根本利益，不觸及決定中提及的「顛
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以及
外部勢力干預」四類行為，香港原有制度
將得以保障，無須擔心。

其次，經濟上必須要明晰：是持續大半
年的修例風波及一連串黑暴事件，將香港
經濟拖入寒冬，緊隨其後的新冠疫情讓原
本陷入困局的經濟雪上加霜，失業率激
增。特區政府為了抗疫紓困，動用過千億
元扶持香港經濟發展和市民生計，近期疫
情稍有緩和，黑暴「攬炒」的行為再次捲
土重來，私藏炸藥危害治安、癱瘓內會阻
議案通過……700萬港人為黑暴所累，後果
是香港無法承受的。這個時候中央出手填
補法律漏洞，將護佑香港建立一個更加安
全、穩定的營商環境，加強本地及海外投
資者的信心，助力經濟復甦。

最後，民生上必須要釐清：全國人大有
關決定草案，提及的四類行為，針對的是
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違法犯罪行為，並
不會影響絕大部分守法的香港市民依法享
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過往修例風波中反
對派利用廣大市民對條例的不了解，散播
陰謀論製造恐慌，今次妄圖故伎重施，抹
黑、歪曲中央護佑香港的良苦用心，鼓吹
市民上街遊行抗議。在此，特別重申並呼
籲，這些法例不是針對普通市民，大家切
莫聽信反對派一面之詞，為人利用，親手
將香港的未來葬送。
國家安全是香港安定之本，唯有堅持

「一國兩制」，才能徹底剷除「港獨」的
生存土壤。堅決支持中央建立「港區國安
法」，以最直接、最精準的辦法解決香港
當前面臨的困境；強烈敦促特區政府盡快
配合落實相關法例在香港的銜接和實施，
不能讓香港變成國家安全的風險口。希望
藉此契機止暴制亂，讓香港社會制度重回
法治軌道，令香港經濟不至於繼續惡化，
令民生得到保障。

「港區國安法」護港長治久安
佘德聰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人大啟動「港區國安
法」立法，可謂對香港撥亂反

正的「及時雨」。日前，我們九龍社團聯
會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港區國安
法」，我們的義工竟然遭到幾名年輕人持
刀威脅，慶幸的是事主機警拉動防狼器，
警察及時趕到制止罪行，避免了血腥事
件。這更證明國安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唯有重振法治、遏止黑暴，才能挽救
年輕人、挽救香港。
國家安全已經成為香港日益突出的短

板，在關鍵時刻甚至成為致命的隱患。由
違法「佔中」、「旺暴」、再到去年開始
的修例風波，「港獨」和本土激進分離勢
力活動日益猖獗，無底線的「社會攬
炒」、「經濟攬炒」、「政治攬炒」愈演
愈烈，本土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更不斷升
級，威脅香港的法治安定，如果不予以制

止，香港將被推入無底深淵。
不斷挑戰國安底線，令法治崩潰、暴力

氾濫之外，還有兩大值得高度警惕的危
害：一是打壓不同政見，只能鼓吹「港
獨」、「自決」的自由，而支持國家安
全、維護「一國兩制」，就會被「私
了」，甚至生命安全受威脅；二是誤導年
輕人走上違法暴力的邪路。日前企圖用刀
襲擊九龍社團聯會義工而被捕的，都是十
五六歲的少年，正是青春年華，竟然以暴
力抗拒國安立法，不能不令人心寒。
正因為近年有人為了煽動抵制中央對香

港的全面管治權落實，企圖把香港變成獨
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不斷鼓吹「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將維護國安的法律
妖魔化、污名化，結果香港越來越混亂，
越來越暴力。
香港沒有法治，沒有了免於恐懼的自

由，年輕人越來越迷信以暴力解決問題，
香港還有什麼希望？
國家安全沒有充分保障，「港獨」、黑

暴「攬炒」變本加厲，社會高度撕裂，經
濟民生發展每況愈下，最終受害的是全港
市民，港人有切膚之痛，更應從中明白中
央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勢在必行、理所當
然。
支持國安立法、落實好有關法律，符合

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關乎香港的繁榮
穩定、安居樂業，香港人人有責、人人義
不容辭。
九龍社團聯會必定與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堅決支持立法，而且無畏無懼，繼續
做好立法的宣傳工作，支持特首及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維護法治，促進不
同意見人士互相尊重，保持克制，停止暴
力，回歸理性，讓香港早日回復安寧。

無畏無懼支持國安立法
徐 莉 九龍社團聯會常務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