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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後天（28日）舉行一連三天會議，有估計屆時將繼續審議港區國安

法草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原副主任、香港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昨日表示，全國人

大常委對港區國安法的意見一致，制訂法律過程中亦已諮詢了內地和香港的各界人士，估

計港區國安法可於本月底通過實施。她並重申，草案明確規定由行政長官委任若干法官處

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所指定的法官均為現任或前任的法官或司法人員，全都經過由司法

人員推薦委員會挑選，且行政長官無法隨意予以開除或免任，加上安排哪一位法官審案仍由司法機構決定，故

有關安排不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

梁愛詩料國安法月底通過實施
重申安排誰審案由司法機構決定 特首委任法官無涉司法獨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梁愛詩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有關行
政長官委任若干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

全案件的安排適當，且無損司法獨立：行政
長官委任的法官均為現任或前任的法官或司
法人員，全都經已經過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
會挑選再向特首推薦；行政長官只是委任若
干法官，在具體審理案件時仍由司法機構決
定安排哪一位法官審案。在審理過程中，行
政長官不能影響法官裁決，否則即觸犯妨礙
司法公正罪。

特首無法隨便開除法官
她續說，法官一經委任即屬終身制，即
使行政長官「不喜歡」有關法官的裁決，

行政長官也無法隨便開除或免任，除非該
法官因不能履行職務或犯行為錯誤，並經
由三位法官組成的調查委員會確認屬實，
才能推薦予行政長官決定是否免任。故
此，如何審理案件，是完全由法官決定，
不受任何干預。
梁愛詩並強調，司法獨立與管轄權並沒有

必然的聯繫：基本法第八十五條保障了香港
特區的司法獨立，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
為不受法律追究，同時基本法第十九條則規
定香港特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
管轄權，可見香港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從來都
不是全無限制的。

顧問提供意見 非「太上皇」
根據草案，香港特區政府須設立「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並設有由中央委任的國安
顧問，梁愛詩表示，顧問的角色就是提供意
見，意見是「可以聽可以唔聽」，絕非所謂
「太上皇」。不過，由於維護國家安全委員
會及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都是向中央負
責，若不接受顧問意見，特區政府的國安委
就應向中央交代，由中央決定。
她並表示，駐港維護國安公署人員在辦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要遵守內地及香
港法律，若有執法需要限制公民權利，有關
限制亦必須合理，並同樣受《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約束，若有需要截聽或搜屋，同樣要
向法庭申請。

「從根去治」分裂國家行為
梁愛詩又強調，過去一年香港出現有人大

規模破壞公共財物、傷人、縱火，有人公然
高呼「香港獨立」、「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等口號，反映有人要分裂國家、顛覆政
權或進行恐怖活動，制訂港區國安法是要
「從根去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國務院
日前發表《2019年度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
告 》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9），其中竟稱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
政府，「錯誤地」將在修例風波期間「支持
民主和人權的示威者」的行為視為「恐怖主
義苗頭」或「恐怖主義」云云。香港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批評，美
國為一己政治利益顛倒黑白，並質問若連放
炸彈亦非恐怖主義，則「什麼才是恐怖主
義？」他們直言，美國一直採取雙重標準，
所言所為就是為了搞亂香港以遏制中國，並
強調香港必須依法懲治相關違法行為，才符
合港人根本利益。
美國國務院本月24日發表《2019年度全球
恐怖主義形勢報告》聲稱，去年，香港特區
「未有錄得恐怖主義活動」，而香港特區政府
去年就「錯誤地」將「支持民主和人權的示威
者」視為恐怖主義，更稱中國中央官員亦「錯
誤地」將示威者的行為描述為「恐怖主義苗
頭」。

盧瑞安批美顛倒黑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有關言論
完全是一派胡言，是在美化恐怖分子典型的
恐怖主義惡行。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其政府
竟講出相關顛倒黑白的言論非常可悲。
他批評美國政府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大

放厥詞，嚴重雙重標準：只要符合美國利益
的，恐怖主義行為都可以變成「對」的，不符
合美國利益的，才算是「真」的恐怖主義。

陳勇：美雙標圖渾水摸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指，在美國黑人反
種族歧視示威暴亂事件中，至今未出現像香港
去年黑暴中的炸彈、軍火、火燒真人、打死清
潔伯伯等亂象，就已經被美國當局形容為恐怖
主義，令人質疑美方憑什麼批評香港。
他批評，美國以雙重標準針對香港，只是
因為他們希望其他地方不好，以渾水摸魚，並
呼籲香港人不要以為黑暴背後的黑手、外國勢
力等邪惡力量對香港好。這些人所謂的「關
心」香港，只是想綁架香港，把香港造成人肉
炸彈，要挾中國，如果縱容有人勾結外部勢力
等，遲早「國破家亡」。香港市民要全力支持
香港依法辦事，以保障自己生命財產安全。

郭偉強：美對境內「示威」觀點有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直指，美國境內

都有所謂「示威」，美國政府對此看法，就與
報告中針對香港的觀點不同。香港法院最近的
多宗判例已經說明，黑暴中不少人是罪犯，他
們的行為危害他人生命，並質問在修例風波期
間所發生的連串有組織的暴力事件，「怎麼可
能只會是普通示威者呢？炸彈都有了，如果這
些都不算（恐怖主義），什麼才算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
京）多名建制KOL和香港
青年人昨日自發到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外抗議，批評美國
企圖要在香港扶植一個跟中
國離心離德、以美國馬首是
瞻的政權，是要搞「港版顏

色革命」，並強調港區國安
法就是用來消滅「港版顏色
革命」、完善「一國兩制」
和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
的舉措。美國必須停止干預
中國內政，停止輸出「思想
瘟疫」。

美竟稱黑魔放炸彈非恐怖主義

建制KOL示威
促美勿播「思想瘟疫」

■多名建制KOL和香港青年人昨日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
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港區國安法草案中提出，行
政長官可指定若干法官處理涉國安案件的安排，攬
炒派不斷抹黑此舉會影響香港特區的司法獨立，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b發帖，點破有關人等
此舉，「目的就是為削弱日後審判這類案件的公信
力。」
梁振英在帖文中表示，根據基本法，特首不僅是
行政機關的首長，同時也是整個特區的首長，特首
依法負責指定處理國安法案件的法官名單，公民
黨、大律師公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民主黨議員
涂謹申等人繼續炒作，「目的就是為削弱日後審判
這類案件的公信力。」

終院首席法官亦由特首委任
針對有人聲稱，案件由在特首指定的名單上面

的法官審理，會對攬炒派的被告不公，梁振英反
駁，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就按基本法授權，任命特
區終審法院新一任首席法官，「用郭榮鏗的邏
輯，首席大法官就是行政長官的人了，所以日後
即使是由首席大法官指定處理（港區）國安法的
法官，這些法官肯定也是行政長官的人，郭榮鏗
可以怎麼辦？」
就涂謹申此前有關「香港要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並由中央指派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認為特首
不可能不聽顧問的意見，令顧問成為『太上皇』」
的言論，梁振英在另一帖文中反駁，涂謹申應該知
道，香港不是「獨立王國」，並揶揄道：「如果要
說『太上皇』，中央（根據基本法）在國防、外交
問題上，確是『太上皇』，在國家安全問題上也是
『太上皇』。但是美國人倒不可能是『太上皇』，
既不是香港的『太上皇』，也不應該是民主黨的。
不要再勾肩搭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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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有關行政長官委任若干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安
排適當，且無涉司法獨立。 資料圖片

美國國務院24日發表《2019年度全球恐怖
主義形勢報告》，竟聲稱中央和特區政府
「錯誤地」將「示威者」的行為視為「恐怖
主義苗頭」或「恐怖主義」。去年修例風波
催生的黑暴仇恨氾濫，本港多次發生炸彈傷
人案、警方多次偵破具本土恐怖主義特徵的
案件，本土恐怖主義在本港成形抬頭、嚴重
危害公眾安全，不容否認。美國的報告罔顧
事實、以嚴重的雙重標準包庇香港的恐怖主
義行為，美化、縱容黑暴，助長香港恐怖主
義行為的氣焰，以達到搞亂香港、顛覆中國
的目的，用心險惡、居心叵測，更顯示制訂
港區國安法的迫切與必要。

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聲稱去年香港並沒有
發生任何恐怖主義活動，指香港當局「錯誤
地」將「支持民主的抗爭者」描述為恐怖主
義。這完全是顛倒黑白、罔顧事實，是對香
港恐怖主義的公然包庇和美化。

去年因修例風波而起的黑暴衝擊不斷升
級，暴徒縱火焚燒銀行商舖、打砸公共設
施、放火燒活人、以磚頭殺人、成立所謂
「屠龍小隊」襲擊警察，並發展到購買槍支
彈藥、製造炸彈等極端暴力行為。

本港今年以來發生多起具有強烈恐怖主義特
徵的案件，警方多次在口岸、港鐵路軌發現懷
疑爆炸品，破獲藏有數以噸計炸藥原料的倉
庫，破獲手機遙控引爆器、金屬水喉土製炸彈
等，近期警方在元朗洪水橋一村屋檢獲槍支和
子彈。以國際通行的恐怖主義定義來看，本港
本土恐怖主義成形，對香港的公共安全構成重
大威脅，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香港的本土恐怖主義由極端思潮、仇恨情緒
而起，與國際恐怖主義特徵極為相似。香港的

攬炒派不斷鼓吹「違法達義」、「以武抗暴」
歪論，更付諸變本加厲的違法暴力，企圖製造
令社會震驚的血腥事件，不惜以造成重大公眾
傷亡的恐怖活動作為要脅，以達至「港獨」
「自決」的分裂國家政治訴求。其所作所為，
與上世紀德國紅軍派、北愛共和軍等恐怖組
織，為一己政治主張、以放炸彈、劫機、暗殺
等手段掀起腥風血雨，有什麼區別？

最近席捲美國的種族抗爭運動，美國總統
特朗普稱參加抗議的人是「恐怖主義分
子」。美國政府把自己國內爭取黑人權益的
抗議者都稱為恐怖主義分子，但對香港以真
槍實彈策動暴力行徑稱之為「爭取民主行
為」，這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為香港的恐
怖主義行為披上民主的外衣，以欺騙世人、
對香港的暴徒灌迷湯。

近幾十年來，歐美等國為維護國家安全，
推出多不勝數的「反恐法」。911之後，美國
從法律上、國家機制上全力反恐，甚至發動
針對阿富汗的戰爭；英國《2000年反恐怖主
義法令》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包括「為達到
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的」而威脅使用或
使用暴力。2005年7月7日，4名恐怖分子在
倫敦3列地鐵和巴士引爆自製炸彈，造成52
人死亡、700多人受傷，次年英國出台《2006
年反恐怖主義法令》，將「鼓勵恐怖主義行
為」定為刑事犯罪。法國由於多次遭受恐怖
襲擊，其國家安全機構重點打擊恐怖主義；
德國由於納粹統治歷史，始終對極端主義思
潮和行為保持高度警惕。歐美國家大力反
恐、維護國家安全，更證明中央出手為港區
國安法立法，打擊恐怖活動等罪行的勢在必
行、刻不容緩。

美國包庇香港本土恐怖主義居心叵測
昨日是端午佳節，全港各區的龍舟比賽均

取消或暫停，疫情未消固然是其中一個原
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攬炒派掌控的區議會
拒絕批出比賽款項，令全港多區歷史悠久的
龍舟賽事被迫取消。攬炒派泛政治化之禍不
斷浮現，更令人擔憂的是，立法會選舉即將
在9月舉行，目前，攬炒派要求參與初選者承
諾否決政府所有議案，處心積慮搞亂香港，
與廣大市民的福祉對着幹，要令香港攬炒。
攬炒派的行徑更加證明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香港市民都殷切期待港區國
安法盡快通過、實施，嚴懲反中亂港的政
棍，還香港法治秩序、重建繁榮安定。

龍舟競賽一直是香港的傳統節日活動，大
埔、沙田、香港仔、赤柱等地區，往年都少不
了扒龍舟，今年卻停辦了這項活動。新冠肺炎
疫情下，不少大型群體活動受到限制，市民沒
有仔細留意背後原因，以為龍舟競賽停辦是受
防疫的影響，其實攬炒派才是罪魁禍首。

去年區議會選舉在高度政治化的氣氛下，攬
炒派搶奪了區議會的主導權，多區的龍舟競賽
主辦單位早前向區議會申請撥款舉辦賽事時，
都被攬炒派區議員一一否決，令到今年的端午
節因為無經費而不能再舉辦這項傳統盛事。

經去年區議會選舉一役，攬炒派食髓知
味，對今年的立法會選舉虎視眈眈，聲言要
奪取立法會過半席位。他們企圖控制立法
會，不是為民謀利，而是要利用立法會的權
力，綁架全港市民的福祉。羅冠聰、梁國
雄、岑子杰等參加初選的攬炒派，他們的參
選政綱，除了繼續炒作「五大訴求」、「追
究警暴」等議題，更明言「反對港區國安
法」，聲稱繼續以各種手段繼續抗爭云云。

更有甚者，多名攬炒派參選人要挾，若當選
將否決財政預算案等所有政府議案，逼政府
答應落實「真雙普選」，這就是為了達到政
治目的和利益，不惜攬炒香港。

去年 6 月的修例風波以來，攬炒派為反而
反、反中亂港的極端行徑不斷升級，徹底走
上了暴力違法的不歸路。正如國務院港澳辦
副主任張曉明所言，中央決定制訂港區國安
法，一定程度上「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
勢力逼出來的」。從攬炒派在區議會胡作非
為，以及多名攬炒派政棍參選立法會的政
綱，都反映他們不願懸崖勒馬，而是一意孤
行，不斷挑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底
線，妄圖將香港推向深淵，這些攬炒派已完
全淪為損民利益、背逆民意的罪人。

但是，攬炒派的攬炒圖謀是絕不可能得逞
的，中央、特區政府、香港市民必定堅決依法
阻止攬炒派喪心病狂的惡行。首先，攬炒派公
然反對港區國安法，明顯違反國家憲法、香港
特區基本法，必然不能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區。選舉主任在核實參選人的參選資格
時，必須嚴謹把關，阻截所有不效忠國家和香
港特區政府的參選人蒙混過關，切實維護香港
的選舉制度。另一方面，一年多的黑暴令港人
深受其害，廣大市民、選民已看清攬炒派的亂
港真面目，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一定要投出明
智的一票，不容香港「被攬炒」。

港區國安法是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恢復法治穩定的定海神針。港區國安法
實施後，攬炒派再胡作非為，將可依法予以
懲治。香港再經不起動亂，市民期盼恢復穩
定安寧，渴望重振經濟、改善民生。期待港
區國安法早日實施，讓香港早日恢復安寧。

落實港區國安法 阻攬炒派禍港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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