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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3年來，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遭遇重重阻擾，拖延至今未成功。2014年的
違法「佔中」，2016年的旺角暴亂，2019
年的反修例風波，「港獨」分子日益猖狂，
已公然勾結外部勢力，意圖奪取香港治權，
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原則底線，不僅給香
港造成嚴重的動盪，令香港經濟陷入困境，也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誠如國務院港澳辦所言，黑暴與攬炒是香港社會的政
治病毒，是「一國兩制」的大敵，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
不寧。

2015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明確要求，港澳兩個特別行
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在國安問題上，只
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
中全會表明了中央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的決心。只
有盡快建立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底線，香港才有繁榮穩定
的堅固基石，也才能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向國際社會打開大
門。
今年9月即將舉行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反對派公民黨早

前揚言要取得立法會控制權，實行攬炒，癱瘓特區政府施
政。一旦成為現實，將對香港「一國兩制」形成巨大挑戰。
為此，香港建制派議員和廣大愛國愛港同胞，都期盼推動基
本法第23條立法。何君堯議員發起的支持23條立法的簽名
活動也獲得了超過200萬香港市民的支持，具有民意基礎。
人大在此時提出審議港區國安法，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

該法律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和外部
勢力干預這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堵塞香港回歸
以來長期存在的國家安全漏洞，可以有效清理黑暴和「港
獨」分子，切斷反對派與外部勢力之間的勾結。同時，絕大
部分香港守法市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權利，不會受到任何影
響。我們堅決支持人大的決定。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一定要旗

幟鮮明起帶頭作用，加強與中央有關部門的配合，帶頭引導
市民，組織活動，凝聚正能量，針鋒相對止暴制亂共同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堅決打贏這場硬仗。

港區國安法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央出手訂立港區國安法，目的很明確，就是要

救香港。過去一段日子，本土激進分子變本加厲，

街頭暴力不斷升級，由和平示威演變成毆打途人、

縱火，甚至製造炸彈。有些人打着「港獨」旗號，

高呼「攬炒」，公然挑戰國家主權，視法治如無

物；一些反對派人士更同「台獨」分子和其他外部

勢力勾結，蓄意危害國家安全。這些舉動，都嚴重

衝擊了中央的底線。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港區國安法是一件新事物，對於一件新事物，公
眾必須加深了解；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說完全新
鮮，因為基本法本來就有相近的內容，而第23條立
法本來就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可是，由於反對派
政客的阻撓和煽動，香港一直未能自行立法；加上考
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很可能短期內難以完成自行立
法，於是由中央出手立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適用於
香港的全國性法律，也就是今次的港區國安法。

反對派不斷挑戰中央底線
自回歸以來，中央對香港的反對派一直保持忍耐和

克制，在「一國兩制」之下保持開放的態度。但反對
派得寸進尺，一步步挑戰和突破中央的底線，公然勾
結外國勢力及「台獨」勢力，既威脅香港的治安，亦
影響到國家安全。而且，若然繼續放任，這種趨勢
只會愈演愈烈。在香港的情況未變得更壞之前，中

央政府實有必要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突出
問題，並確保有關立法在香港有效實施和執行。種種
跡象顯示，反中亂港的壞分子並沒有料到中央會對他
們動真格，他們以為可以無限度挑戰中央的權威和耐
性，這反映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央政府堅決維護「一國
兩制」和香港繁榮安定的決心。今次的國安立法，一
方面彌補了基本法23條遲遲未立法的法律漏洞，以免
香港長期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缺口；另一方面對反中
亂港、勾結外部勢力的壞分子起警示作用，警告他們
不要太過分，並且讓他們清楚知道凡是牽涉國家安全，
中央都是寸步不讓的。
事實上，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是國際慣例，很

多對今次國安法抱持負面態度的西方國家，他們本身
也有專門針對國家安全的法律在實施，例如叛國罪；
所以那些國家對今次港區國安法立法的立場實在匪夷
所思。縱觀全世界，沒有保障國家安全法律的地方是

異數，而不是常態。難道在香港進行叛國行為，也就
是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就不需要受到法律制裁
嗎？正如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所說，世上哪有一個地方
可以容忍分裂國家的行為？哪有一個地方可以容忍恐
怖主義？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活動基地，正如世上沒
有一個國家可以允許一個城市顛覆該國政權一樣。

無礙奉公守法市民權利
回顧過去，國家的多位領導人都曾經表示，實施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2017年，國家
主席習近平來港，重申要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
變形不走樣。如此三番四次的強調，就是要告訴全世
界，中央對於落實「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決心始終如
一。因此，任何把國安法解讀為要改變或捨棄「一國
兩制」的言論，都是極其誤導的。與此相反，中央之
所以在這個時候讓國安法出台，也是同一個初心，就

是要透過國安法，護佑「一國兩制」在港實施不變
形、不走樣，而且還要行穩致遠。換言之，香港目前
的局勢令中央憂慮有可能影響「一國兩制」的實踐，
因而需要以國安法去撥亂反正。也就是說，這次中央
出手不只是謹慎，甚至是迫不得已。當香港成為國家
安全的突出風險點，中央就要出手，因為中央對維護
國家安全負有最大最終責任。
再者，國安法只是針對四個範圍：分裂國家、顛覆

國家政權、外部勢力干預及恐怖主義行為。以上四種
罪行，奉公守法的市民是無可能觸犯。從這四種罪行
可見，國安法只是針對極少數「港獨」分子、恐怖主
義分子，以及勾結外部勢力的分子。而這些壞分子，
任何一個國家都容不下。即使一些保障人權的國際公
約，都有明文規定，於行使有關權利和自由時不能影
響國家安全。現在有外國政府居然反對中央去針對這
些壞分子立法，不知是何居心呢？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剛過
去的周六日分別與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指出國安立法是為了維
護香港社會的安定團結、社會穩定，令香港
整個社會形成共識，解決深層次的經濟民生
問題，回應香港社會和市民的關切；解決深
層次問題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
境，「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很多問題就提
不上議事日程，就沒有辦法在社會進行共同
討論，形成共識」。

去年6月爆發修例風波和暴亂以來，大批暴
徒砸爛港鐵站、癱瘓機場、堵塞交通；打砸燒
中資銀行和商店、建制派議員辦事處；用化學
毒粉、汽油彈、鏹水彈、油漆彈、雷射槍、鎅
刀攻擊警員；以「私了」圍毆戕害普羅市民；
連環策動多宗炸彈爆炸案，已走向本土恐怖主
義。曠日持久的「黑暴」、「攬炒」，已經嚴
重打擊香港營商環境，打爛越來越多市民的飯
碗，市民不僅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更失去
了就業、發展的機會，連正常的出行打工謀
生求學都得不到保障。港人追求自由和繁榮，

但縱暴派和暴徒就剝奪香港人免於恐懼的自
由，毀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如果任由「黑
暴」、「攬炒」持續下去，不僅會危及香港市
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而且會毀掉特區政府的
管治權威，毀掉香港的法治基石，毀掉香港的
繁榮穩定，毀掉「一國兩制」。
韓副總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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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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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基於香港局
勢作出的慎重決策，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
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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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副總理的講話充分顯示中央關心港人福

祉，也清晰了解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堅決支
持香港解決經濟民生問題。韓副總理表示，
中央政府始終了解、關注香港解決深層次矛

盾的問題，在適當的時候中央
政府會給予支持，協助特區政
府更好為市民服務。
不可忽視，困擾本港多時的深層次矛盾始

終得不到徹底解決，高樓價、高租金，年輕
人出路不多，社會怨氣未能有效釋放，種種
因素疊加，導致局面一時難以收拾。全國政
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先生表
示，由於在房屋問題、青年上流、貧富懸
殊、醫療教育，以至退休保障等民生方面的
長期缺失，形成了社會的鬱結，更令部分青
年因為看不到前景，而將不安、焦躁和無奈
的情緒，透過街頭政治的方式宣洩出來。
在目前環球政經局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解決深層次矛盾，香港各
界更應同舟共濟，在堅決制止「黑暴」、
「攬炒」的前提下，共同維護本港社會和諧
穩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積極作
為、聚焦經濟民生，善用香港的各種優勢，
善用大灣區的發展潛力，絕對可以打破目前
的社會困局，香港的前景依然光明。

港區國安法護佑港人福祉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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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與量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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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來，香港社會有很多討論。國家安全本身就是
國家層面的權力和責任。任何國家在處理國家
安全的時候，都是由中央政府的層面行使權
力。不過，在香港回歸當年的安排裡，透過基本法第23條，
國家對特區賦予信任和委託。但經過了20多年，這項立法工
作仍遙遙無期。

鑒於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立法會不太可能就基本法第23條
成功進行本地立法。透過國家層面作出一個全國性的法律，並
且用憲法和基本法裡的機制，也就是基本法第18條和附件
三，在特區落實。這不僅符合法律，同時也能夠兼顧到現今香
港社會所需。
國家安全是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基石，其主要目的和最

終效用，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社會穩定發展，以及保障國家
的主權安全。國安法實施後，無論是執法還是司法方面，都是
要結合香港的具體情況，結合國家安全「一國」的需要，也要
符合香港法律制度以及市民日常的權利和義務。也只有這樣，
才能真正有效地在香港落實保障國家安全，同時保障香港的繁
榮穩定。立法不僅不會影響到香港居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項權利
和自由，包括遊行集會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而且會
使香港廣大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在安全環境下得到更好行
使。
受連月來的疫情影響，香港上季度本地生產總值收縮8.9%，

失業率亦升至5.2%的10年新高。致使香港市民面臨就業、裁員
等等的問題。若黑暴重臨，香港失業情況愈演愈烈，只會帶來無
法承受的後果。其中，受到最大影響的還是年輕一代。畢業後的
年輕人，正是進入社會大展拳腳的時候，卻要面對如此嚴峻的經
濟環境，難覓工作，更有僱主直言不敢聘請年輕人，怕請到那些
上街打砸搶的青年，面試上要更加嚴謹。
青年發展與社會的整體發展密切相關，為他們創造有利的發

展條件，是每位具備社會責任的企業家要去做的長期工作。筆
者認為，港區國安法將有效改變當前亂局，止暴制亂，回到穩
定有秩序的社會環境，青年們才能專心構築自己未來的發展藍
圖。支持港區國安法，也就是給香港年輕人保護網，支持他們
更安全、更自由地追夢，實現個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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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全世界任何國家體制下的所
有管轄地，都必有國家安全法

的制訂，這是保障國民安全的必須，這也是每一
個政府的責任所在。西方的英、美、歐、澳以及
加拿大，都有國家安全法的訂定，當中，美國的
天羅地網式的保障美利堅合眾國的條文，相信是
世界冠軍。在東方，日本、韓國乃至東南亞、南
亞諸國，同樣要保障所屬國家的國民安全，有清
清楚楚的國家安全法，行之久矣！可以這樣說，
要國家安全，就要有國家安全法，天經地義，毋
庸爭議！
香港九七回歸祖國，行的是「一國兩

制」，為着照顧150多年的香港人英國殖民期
統治的生活方式，確保繁榮安定，獅子山
下，東江水流，乃按鄧小平的構想，制訂基
本法，以推動「一國兩制」的實施。

這裹有兩種官方語文，一中一英，華文又可
簡繁兩體並用；這裹有香港特區區旗，能伴隨
國家國旗徐徐升起；這裹也有終審法院制度的
設立；香港特區又不用向中央政府繳交稅項，

連駐港軍費也不用付上一分一毫；這裹可行資
本主義制度……種種的特權成就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獨特，成為全中國最特別的地方；但部分
濫用特權者、不珍惜香港享有自由的一些政
客、媒體，並由此縱容年輕一族，置身自由的
無底黑洞裏，用盡各種扭曲的事實，不停發放
歪情歪理，包着「香港自由」的糖衣，竟將獨
特炒作成「獨立」，且愈來愈張狂，「理論」
及行動一齊來。
「一國兩制」是血肉相連，唯有「一國」

在前，「兩制」才能確保，這是國家憲法、
基本法鏗鏘的、莊嚴的說明。很可惜，2003
基本法23條立法胎死腹中，使得外部勢力及
部分戀殖者沾沾自喜，不斷從四方八面，日
以繼夜，用盡各種方法，作水銀瀉地式的攻
擊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2014年發動79
日非法「佔中」；2016年出現旺角街頭暴
動，維持秩序的警察被飛磚所傷；2019年藉
逃犯條例的修訂，進行有預謀的策動及全面
的攻擊，打、砸、搶、燒及駭人聽聞的「私

了」統統出現。違法與暴力，
「港獨」串連「台獨」及外部
勢力亂港反中，是極之猖獗，
年青學生受誘騙，走上違法暴力之路，讓人
十分難過。這竟然成為香港的常態，是極之
反常的，就算疫情發生在香港，仍未有收
斂。打、砸、燒及「私了」依然。情况確實
讓人憂心痛心。如今，為確保香港及國家安
全，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並實施，是十
分迫切的！
事實上，對那些處心積慮、誘惑社會大

眾，特別是激情的年青一族走上違法與暴力
的幕後黑手，已製造不少驚人的案例，包括
分裂、顛覆、實施恐怖活動，以及串連外國
干預香港事務。唯有國安法在香港落實，香
港才有望重新走上法治安全之路，從而實踐
基本法的第一章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作為教學專業工作者，也實在要深入淺出

地，向學生演繹港區國安法的重要與必要。

港區國家安全法顯然十分重要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全國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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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香港各界高度關注與社會普遍支
持，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堅
強意志和堅定決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
構，全國人大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從國家
層面為香港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完全合法、合理、必要、正
當，而且具有迫切性，可以堵塞香港的國家
安全漏洞，依法懲治極少數實施危害國家安
全行為的人，有利於「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有利於保障港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
由，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
當前，「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為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機
遇。發展經濟有賴和諧的社會氛圍；這需要
維護香港基本法權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作
為一直在港打拚奮鬥的商人，本人深深明白
到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的繁榮穩定，國

家安全立法針對的是顛覆國家等嚴重罪行，不
會影響港資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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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和香港大多數守法市民同樣認為，港

區國安法的訂立，是大多數港人期待已久、
大快人心的事，絕對符合民心、順應民意，
本人對全國人大的決定堅決予以支持和擁
護！

制訂國安法補漏洞
誠然，當前的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進

程中正面臨着新的風險和挑戰，當中最突出問題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風險日益凸顯。特
別是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以來，反中亂港
勢力公然鼓吹「港獨」、「自決」、「公投」等
主張，從事破壞國家統一、分裂國家的活動；公
然侮辱、污損國旗國徽，煽動港人反中反共、圍
攻中央駐港機構、歧視和排擠內地在港人員；蓄
意破壞香港社會秩序，暴力對抗警方執法，毀損
公共設施和財物，癱瘓政府管治和立法會運作，

暴露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存在法律制度漏洞和執行機制缺
失，都在提醒涉港國家安全立法已是迫在眉睫，
刻不容緩。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發

展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而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則是香港走出困境，實現更好
發展的重要途徑，因此國家主權和安全不容
威脅，沒有任何妥協餘地。香港社會各界和
廣大市民應該明白中央對香港和港人負責的
良苦用心，抵制一切干擾和誤導，凝聚起支
持立法維護國安的強大民意。
為早日擺脫修例風波和疫情衝擊，香港各

界已行動起來，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
內的香港各界逾1,500人，共同發起成立「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本人深感榮幸獲邀成為
成員之一，日後定當付出更大努力團結廣大
香港市民，支持特區戰勝困難、同舟共濟，
把握好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並排除外
部勢力干預，齊心護法治反黑暴。

落實國家安全立法 維護香港安穩
莊健成 新界潮人總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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