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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國安四罪
明確規定刑責

京開人大常委會 審議港區國安法

詳刊A4

楊潔篪晤蓬佩奧：
堅定不移推進港區國安立法

栗戰書主持會議
沈春耀作草案說明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由栗
戰書委員長主持。常委會組成人員161人出
席會議，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數。據新華社
報道，貫徹落實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
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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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要求，委員長會議提出
了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議案。受委員長
會議委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主任沈春耀作了說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曹建明、
張春賢、沈躍躍、吉炳軒、艾力更．依明巴
海、萬鄂湘、陳竺、王東明、白瑪赤林、丁
仲禮、郝明金、蔡達峰、武維華，秘書長楊
振武出席會議。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國家監察委員會主
任楊曉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
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
會部分成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
委會負責人，以及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等列席
會議。
另據新華社記者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
委員會發言人辦公室了解到，《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是貫徹落實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
會議通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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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項目，
法制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向會議作了關於法律草
案的說明。其中，草案對防範、制止和懲治發
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等四類犯罪行為的具體構成和相應的刑
事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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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時間6月16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應約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夏威夷舉行對話。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在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表示，在涉港問題上，楊潔篪

指出，包括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在內的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推進涉港國安

立法的決心堅定不移。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干預香港事務的言

行，堅決反對七國集團外長就涉港問題發表的聲明。中方敦促

美方切實尊重中方主權，客觀、公正看待香港國家安全立法，

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昨日指，具體條文未
出，難對比「勾結」與「干預」，但
強調，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
決定時表明會完善「一國兩制」、維
護香港長期穩定及保護港人的合法權
益，大家可以安心。

用字解釋需看具體條文
鄭若驊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被

傳媒追問如何看待有法律界人士表示

香港法律沒有「勾結」這個詞彙。她
表示，不知道有關情況，很難這樣去
對比，「譬如我們有『串謀』（的罪
行），是否等同『勾結』？」她表
示，現在回答或會有錯誤，或是一個
不完整的說法，待看到多些資料，知
道情況後，可再嘗試回答。

三點保障港人可以安心
至於是否需要公開條文給社會討論，

鄭若驊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此法律

時，一定會跟法律去做，會根據《立法
法》處理，當然亦要符合《憲法》及基
本法相關的條文進行。在制定的時期，
相信大家很多的意見他們都會聽得到，
大家很多關注點，通過媒體及很多渠
道，他們應該都會知道。她重申，《決
定》中很清楚提到要完善「一國兩
制」、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以及
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在這情況之
下去制定法律，「所以我相信這三點讓
我們有一定的安心。」

鄭若驊：國安立法完善「一國兩制」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據
新華社昨日報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草
案）》已由委員長
會議提請昨日召開
的人大常委會第十
九次會議審議。多
名香港政界人士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表示，
去年的黑暴已令本
土恐怖主義逐漸滋
長，加上國際形勢
相當嚴峻，必須盡快
立法維護國家安全，
並重申港區國安法只
針對顛覆政權及分裂
國家等嚴重罪行，一
般市民毋須擔心誤墮
法網。

阻「大漢奸」外逃
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陸頌雄表示，黑暴
肆虐，加上攬炒派與
外國勢力聯手，令香
港形勢愈來愈嚴峻，
故他同意應該加快完
成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工作，盡快將「大漢
奸」繩之以法，同時
可阻止某些企圖「走
佬」的「大漢奸」逃
到海外。

他認為，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
法律條文一定會很清晰，針對的是
推動顛覆國家的一小撮人，不會影
響一般香港市民的生活，更不會影
響市民的權利，毋須過分擔心。

守法市民毋須擔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強調，

在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下，黑暴演
變成「本土恐怖主義」，已直接影
響國家安全，故必須加快立法工
作，堵塞國家安全的缺口。
他續說，目前，內地的司法制度

及法律已經很完善，且涉及國家安
全的事宜屬嚴重罪行，國家必定會
詳細、清晰地草擬有關條文，故市
民毋須擔心，而應將眼光放在國家
層面，特別是香港特區在國家安全
方面出現漏洞，容易產生骨牌效
應，屆時港人亦不能獨善其身。

堵塞國家安全缺口
經民聯副主席、城市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梁美芬指出，有加快立法的
必要性，眾所周知，香港一直都是
「外國間諜的大本營」，但過往並
無「出事」，才令港人誤覺得香港
很和平，但近日國際形勢、中美關
係及亞洲各國的動作都衝着中國而
來，香港已處於非常危險的情況，
且香港部分人「唔生性」，遲遲未
能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故中
央必須訂立港區國安法，堵塞香港
特區在國家安全上的缺口。是次港
區國安法只針對4項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一般市民毋須擔心誤
墮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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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昨日
開始一連三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草案）》。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預料，如無意
外，人大常委會最快在三天會期內通
過並頒布實施港區國安法，最遲都會
在下月召開特別會議通過法例。

快刀斬亂麻 避免空窗期
劉兆佳指，即使今次會議通過不

到，都會在月底或下月召開特別會議
通過法例。他形容，中央一直希望
「快刀斬亂麻」，以免夜長夢多、製
造空窗期，令具體條文外洩，引起部
分人不必要的擔憂，甚至有反對勢力
可能故意斷章取義，以某一條文提出
各種質疑，藉機製造混亂或衝突。
劉兆佳又預計，人大常委會將港區

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前，未必
會花很長時間徵詢特區政府的意見。
被問到與外國人士交流是否屬於勾

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活
動，劉兆佳說，與外國政客交流，不
等於一定違反國安法。他相信政府會
保留靈活性，在執法過程中彈性判斷
國家安全形勢是否嚴峻，再考慮如何
利用國安法應對國安威脅；如果國安
問題不嚴峻，當局可能會寬鬆處理。

字眼改動 針對性更清晰
對於草案針對外部勢力的字眼，由

「干預」改為「勾結」，劉兆佳認
為，中央可能由頭到尾都希望，阻止
一些香港人勾結外部勢力插手本港事
務，但起初用字予人印象主要針對外
部勢力，目前用字的針對性更清晰。
至於常委會審議國安法是否與中共

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與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會面有關，劉兆佳認為，人大常委
會的工作有自身邏輯及理據，不會因
為中美關係變化而改變，即使兩人會
面，都不能在重大問題達成共識，而
只是緩和兩國關係。

與外國正常交流不會犯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

北表示，現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主導權多在外國身上，若更改字眼為
「勾結」，則進一步涵蓋香港「叛亂分
子」的行為，阻止兩股勢力內外勾結，包
括到外國游說要求制裁香港，甚至是
「聽取外國指揮」在香港發起各種抗議
活動。
針對有人聲稱「勾結」一詞在普通

法下沒有釋義、過於空泛，吳秋北表
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法律並非憑
空想像，本地政客到外國作一般交
流，不會觸犯法律。

劉兆佳：料再舉行特別會議通過

■■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
會議昨日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會議昨日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
議議，，栗戰書委員長主持栗戰書委員長主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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