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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

三次會議宣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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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會議

議程後，一些西方政客妄加評論、橫加

指責甚至語帶威脅，香港特區政府發言

人昨日發表聲明，強調有關決定不會影

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

由，並批評那些政客危言聳聽，無視激

進示威者和幕後黑手的惡行，對其造成

社會不穩置若罔聞。發言人指有人的不

軌企圖已昭然若揭，並質疑其持雙重標

準、表現偽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邱騰華：可穩定投資環境 飛
服
隊
挺
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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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無視黑暴 突顯不軌企圖
港府批西方政客妄評港區國安法：

香特區政府發言人在回應有外國政客就有
關國家安全立法的言論時強調，每個國家

都有權維護其國家安全和主權，亦是其職責所
在。「如果有人認為對香擁有主權的中國無權
在香特別行政區立法保障國家安全，顯然是持
雙重標準和偽善的表現。即使是《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亦訂明有關權利和自由的國
際公約不可損害國家安全。」
發言人形容，大部分政客和政治評論員的批評
和意見都只是危言聳聽的揣測和暗諷，罔顧香
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的憲制事實。「香絕
不能成為顛覆活動或意圖破壞國家穩定組織的基
地。」

指守法者毋須恐懼立法
發言人指出，擬議的法例只會針對分裂國家、
顛覆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的行為以及外國和
境外勢力干預香特區事務的活動。絕大多數奉
公守法的香居民，包括海外投資者，毋須對此
有任何恐懼。
發言人批評，暴力示威者近日再次走上香街
頭肆意搗亂。「這類示威活動已對我們的經濟和
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影響，實在不能讓情況持續下
去。我們的社會受這些暴力示威和混亂狀態困擾
已接近一年，相信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對此姑息
縱容，置之不理。可惜的是，那些聲稱是為香
利益着想的人，卻對激進示威者和他們的幕後黑
手利用爆炸品、汽油彈、槍械武器、襲擊途人、
肆意破壞、網上欺凌，失實資訊等等不法行為，
刻意製造恐慌和混亂，令社會不穩，置若罔聞。
他們此等表現已令其真正的不軌企圖昭然若
揭。」
發言人最後強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就國家安全立法的決定，將建立健全香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為香帶來福祉，使香成為安全的城市。
「此項決定不會影響香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
利和自由，也不會影響香司法機關行使獨立的
司法權和終審權。香仍然享有法治，繼續是開
放自由和好客的國際都會。基本法訂明的高度自
治、『人治』方針維持不變。在獨一無二、行
之有效的『一國兩制』下，香這個充滿活力的國
際都會的長期穩定和繁榮將進一步獲得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日前向
全超過17萬公務員發公開信，

呼籲全體公務員團結同心，竭力
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工作。
香歷史最悠久及擁有6萬多名

公務員會員的華員會，會長利葵
燕昨日表示，相信立法對公務員
絕大部分的工作沒影響。

華員會：立法無礙公僕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
華昨日透露，自己由去年下半年
開始，接觸了很多國際商會和投
資者，他們當時都很擔心香出
現社會不安的問題，並質疑香
是否是一個安全城市，而區國
安法的訂立，將為香帶來更穩
定、長遠可持續的投資環境，
「我相信長遠來說，這（立法）
是一個正面的做法。」
邱騰華在出席立法會經濟發展

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有記者問全
國人大審議區國安法於上周五
公布後，恒生指數即日下跌了千
多點，昨日亦下跌了四百多點，

「（區）國安法是否對香的
經濟有很大的影響？」
邱騰華回應說，香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股票和資本市
場的起跌是正常的情況，這亦要
視乎投資者本身的看法，所以從
這方面來看，最重要是市場的正
常運作。」
他強調，工商界或國際投資者

的信心建基於多個方面，包括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行、香
是否一個安全城市、香是否免
於不明朗的因素，「譬如是我們
最近看到恐怖活動及危害國家安
全情況的出現。」
邱騰華指出，所有投資者在決

定到一個地方投資時，都十分重
視該處整體的營商環境，以香
的情況來說，「一國兩制」賦予
香人很多權利，亦賦予香一
個國際營商環境，一個建基於資
訊流通、自由社會、穩定經濟和
一視同仁的營商環境，所有這些
條件仍然穩固同時，整體社會當
然要安定、穩定，才能帶來繁
榮。
「（區）國安法能夠實施，

會填補香於憲法上原有的空
間，亦希望可確保香不會有危
害國家或香安定繁榮（的事情
發生）。長遠來說，這是一個正
面的信息。」他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保安
局局長及五大紀律部隊前日先後發表聲明支持
區國安法立法，保安局轄下的政府飛行服務
隊昨日亦發表聲明，表明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履
行應有職責，竭力維護國家安全，確保香長
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該局轄下五大紀律部

隊首長，包括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懲教署署長
胡英明、海關關長鄧以海、入境事務處署理處
長區嘉宏及消防處處長梁偉雄於前晚深夜至昨
日凌晨先後發表聲明，表示全力支持區國安
法立法。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胡偉雄機長昨晨發表聲

明，表示政府飛行服務隊作為特區政府一支空
中力量，特別是向各紀律部隊提供空中支援，
令執法工作更為迅速和有效。在此政府飛行服
務隊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履行應有職責，竭力
維護國家安全。
他指出，過去一年，大家都見到香出現的

暴力不斷升級，香巿民的生命財產受到的威
脅及破壞愈來愈大，恐怖主義也正在滋生，
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更愈趨猖獗，令社會充斥
暴力，失去安寧。
胡偉雄強調，政府飛行服務隊已作好準備，
支持警方果斷執法，並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推
行區國安法，建立安全及穩定的社會，確保
香長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中出商會
在上環擺街
站收集市民
簽名撐港區
國安法，非
常踴躍。

▶市民領取
大文集團三
報及隨報派
發的《法律
專家答疑
香港國安立
法20問》單
張。

大文集團三報
派《香港國安立法20問》
香港文匯報訊 香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三

家報紙《大公報》、《文匯報》及《香仔》昨
日派發《法律專家答疑 香國安立法20問》
單張，隨有價報紙及街站免費派發共17萬份，
除三報中老年忠實讀者外，單張亦受到上班族和
年輕人踴躍取閱，多地出現排隊長龍。
現場讀者李生表示，《20問》及時解讀了全國
人大對區國安法的立法原意、立法規限等，對
區國安法下人關注的未來遊行、示威、新聞
和言論等基本權利和自由也作了解析，是一份好
的讀本。
讀者陳太表示，國安法立法要汲取修例風波的

教訓，要多做解讀和宣傳，讓大多數市民都明
白，立法不是針對好人的，是對付壞人的，「只
要你不危害國家，法律就不會制裁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各界撐國
安立法聯合陣線」前日發起聯署行動，在網上及
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區國安法」立法。
截至前晚12時，1,012個街站共收集到380,191
名市民簽名，
同時截至昨晚深夜，有255,183名市民參與網

上（https://www.signforhk2020.com）簽名，線
上線下合共收集最少約63萬個簽名。

63萬人聯署挺立法

全國人大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不僅
不會侵蝕、損害香港法治，相反能夠彌補香
港現有法律的空白和不足，完善、加固香港
法治，使之更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尤其是
在美國加緊遏制中國崛起、國際環境形格勢
禁的大背景下，能夠更有效依法堵塞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防止別有政治目的
之人和外部勢力一再利用，趁機把香港變成
顛覆國家的棋子，讓香港承受國安缺失之
痛。有法可依，更可增強港人自覺維護國安
的守法意識，避免被似是而非的謬論所誤
導；香港掌握公權力的機構更能清晰準確執
法司法，依法懲治危害國安的行為和個人，
讓香港在法治軌道上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長治久安。抹黑港區國安法是「中央
越權」、「破壞香港法治」之說，明顯不尊
重中央的權力，漠視回歸後香港的憲制秩
序，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壞香港法治。

香港回歸23年，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本地立
法一直未能完成，維護國安長期存在法律短
板，導致「佔中」、旺暴、借修例風波發動
黑暴等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危害香港安寧
的違法暴力活動層出不窮。特區政府處理這些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公眾安全的罪行，主
要依靠刑事條例、公安條例等現行法例，以非
法集結、擾亂秩序、公眾妨擾、阻差辦公等罪
名作出檢控。這些罪行的刑罰相對輕微，法官
通常更判以緩刑，阻嚇力有限。

對於旺暴、修例風波中佔據理大中大之類
嚴重罪行，當局引用《公安條例》的暴動罪
檢控違法者，則被攻擊為「引用殖民惡法打
壓學生」、「政治檢控」；暴動罪定罪門檻
較高，警方搜證、律政司提控、法庭判決都
面臨考驗。至於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外國各
種干預和煽動等方面，本港法律更完全空
白。黎智英、黃之鋒以及反對派政客肆無忌
憚勾連外力，美國民主基金一再被揭發暗中
金援香港反對派政黨和政治組織，滲透大學
校園，彰顯香港因為法律真空，令維護國安
面對越來越大的風險。

近年美國竭力干擾、遏制中國發展，手段
日益狠辣，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全面鋪
開，甚至直接掀起新冷戰。香港因為維護國
安的法律和機制有重大漏洞，又因「一國兩
制」下法律制度與內地不同，因而成為美國
牽制中國的前沿陣地，這也就解釋了為何

「港獨」和黑暴觸碰國家安全底線的活動愈
演愈烈，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言行越來
越明目張膽，乃至本土恐怖主義暴行露出苗
頭。香港維護國安的法律漏洞不盡快堵塞，
弊端越來越明顯，後果將越來越嚴重。

令人擔憂的是，一方面香港維護國安的法
制機制長期不健全，另一方面包括基本法二
十三條立法在內，任何完善國安、尊重國家
的立法，例如國歌法，無一例外遭到妖魔
化、污名化。沒有明確的法律約束和規範，
不少市民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和尊嚴的意識自
然會淡薄乃至缺失，部分年輕人對國家民族
認同感、歸屬感日漸淡化，容易被以民主、
自由作包裝的「港獨」、「自決」文宣誤導
洗腦，甚至被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所裹挾，
墮入違法暴力的深淵，令年輕人的前途和香
港的未來都蒙上厚重的陰影。可以說，港區
國安法律的健全，是對香港國安民意的匡正
和提升。

沒有行之有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對於
香港的公權力機構，特別是執法、司法機構
而言，如何有效打擊、懲治日益氾濫的危害
國家安全、公眾安全的暴力行為、恐怖主義

行為，就面臨重大困難。無法可依，公權
力機構要不要做、如何做，很多時候煞費思
量，容易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更容易遭受
「法律精英」、「大眾媒體」的攻訐詰難，
公權力機構的威望和公信力都受到影響。

因此，中央出手制訂港區國安法，填補香
港維護國安的法律真空，讓普羅市民、公權
力機構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增強市民維
護國家安全、香港繁榮穩定的意識，也有利
公權力機構有法可循，精準懲治危害國安的
行為和個人，並做好普法宣傳，構建認同、
重視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主流輿論。

國家安全立法屬中央事權，無可置疑。全
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
會訂立港區國家法，完善香港實施憲法和基
本法有關國家安全的制度和機制，針對的只
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個人。有關
立法在實施時與香港現行法律體系兼容，不
會影響香港的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更不會
破壞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有聲音認為人大
立法「越權」，甚至咬定人大「無權為香港
維護國安立法」，這些意見本身才是無視香
港的憲制秩序，挑戰、破壞香港的法制。

維護國家安全有法可依 補法律真空固香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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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系列社評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