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

A3

要聞

■責任編輯：曲 直

2020年6月27日（星期六）
2020年
2020
年 6 月 27
27日
日（星期六）

譚耀宗：條例清楚界定中央管轄權
2020年6月27日（星期六）

絕大部分案件特區處理 設國安公署保
「老虎有牙」

全國人大常委譚
耀宗表示，港區國
安立法草案最大的
特點，就是在保障

■譚耀宗在會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國兩制」的基礎上維護國家安全，包

■新界總商會昨邀請譚耀宗主講港區國安法。

括將絕大部分案件盡量交由特區去處理，

譚耀宗昨晚在出席新界總商會舉辦
的兩會簡報時表示，國家安全是

最大程度體現了中央的克制及對特區的信
任，並透露港區國安法將對哪一類案件需

一個主權國家的首要責任，但中央政府
堅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在港區國安
法草案中明確讓香港特區在這方面擔任
主要的責任。不過，香港特區作為一個
地方行政區域，在涉及到外國或境外勢
力介入以及國防軍事等複雜因素時，是
力所不及的，在這情況下中央就會出
手。
針對特首指定若干法官專責審理涉及
國安案件的安排，譚耀宗強調司法獨立
是指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不受任何干涉，
而不是指法院的管轄權和審判權，因此
與管轄權沒有必然的聯繫。
他續說，港區國安法在立法技術上，
盡可能地考慮與全國性法律的銜接，同
時考慮到了香港社會的認受性，但港區
國安法不能成為「無牙老虎」，因此中

要中央行使管轄權作出界定，及對如何提
出、啟動管轄權有相應機制去處理，包括
在特首尋求協助時中央才會行使有關的管
轄權。他強調，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對有關
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的情況是極少數的，
只要香港自身能夠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
責，就毋須中央行使管轄權，而為免港區
國安法成為「無牙老虎」，中央在港設立
維護國安公署，將有利支持和加強特區維
護國安的執法和司法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央在港設立維護國安公署，有利支持和
加強特區維護國安的執法和司法工作。
譚耀宗近日接受香港中通社記者專訪
時亦指，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職責，屬
於中央事權，港區國安法亦是全國性法
律，但絕大部分案件仍盡量交由特區去
處理，是中央對香港信任的最大體現。
他指出，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對有關犯
罪案件行使管轄權的情況是極少數的，
只有情況非常嚴重、極為特殊，特區政
府自身無法處理，由特首提出，尋求中
央協助，中央才行使有關管轄權。

將界定哪類案件行使管轄權
「有這個機制在，應該令人安心，因
為我們現在所講的（案件）不是一般的
打、殺、搶、偷，不是針對一般的犯案
者，而是搞分裂、搞顛覆、搞恐怖活動
等的人。」他強調。

譚耀宗透露，法例將對哪一類案件需
要中央行使管轄權作出界定，並對如何
提出、啟動管轄權有相應機制去處理，
中央不會輕易、隨便去行使管轄權。以
他對草案的掌握及對香港社會的觀察，
目前或仍未到需要中央行使管轄權的極
端地步。
他 同 時 強 調， 現 時 未 至 如 此 極 端 情
況，難保有一天可能會出現，故為了防
患於未然，應在法律上留下中央能
「兜底」的空間。若港區國安立法後，
香港自身能夠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
責，很好處理相關罪案，就毋須中央行
使管轄權。
針對港區國安法草案說明中提到，由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指定若干法官負責處
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對此，譚耀
宗表示，由特首物色「合適」的法官來
做這項工作是合理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日表示，
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大機會將於明日
（28 日）至下周二（30 日）的會議上
表決通過有關港區國安法的草案。她
直言，中央政府顧及香港情況，已將
絕大多數案件交予香港處理，而草案
具體條文一定會講清楚中央在什麼特
殊情況下會行使管轄權，並強調港區
國安法立法必須有效，不能變成「無
牙老虎」。
譚惠珠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
示，雖然港區國安法目前不在議程
中，但估計「好有可能」在今次會議
上表決通過。她透露，以往會議一般
只有約 4 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列席會
議，需要審議釋法的會議則有約 6 人
列席，而今次就有近 10 人列席，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都獲邀列席，並透露港
區國安法在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前，有
關部委會再徵詢基本法委員會的意
見。

她強調，港區國安法立法必須有
效，不能讓法例變成「無牙老虎」。
針對打擊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第一目的是防範，第二目的才是
制止，第三目的才是懲罰，而暫時公
布未有提到立法會有追溯力，認為法
例旨在阻嚇為先。
被問及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叫
「時代革命」等口號會否構成犯法，
譚惠珠表示要看整個行為的氛圍，並
相信港區國安法的具體條文會寫清
楚，包括有關詞彙的定義。

現安排顧及港實際情況
譚惠珠重申，世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沒
有國安法的保護，沒有國家會容許立法
漏洞存在 23 年也不彌補，故立法「事
在必行」。若有人是從原則上反對制訂
港區國安法，即「怎樣立法也不會同
意」，對這些人是「冇得講」。
她續說，中央政府一直希望香港能
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但從過去一

年的情況已看到，香港在這段法律空
窗期的「不設防」，導致有外國勢力
干預香港政局，更有人鼓吹要「獨
立」，對香港造成很大損害。
譚惠珠強調，國家安全的法律及執
行機制，在任何國家都是中央政府及
最高立法機關的權力和責任，絕不是
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國家安全問
題原則上香港是「No say」，法理上
香港是沒有話語權，管轄權中央「全
部都有」，但中央政府仍希望以立法
來協助香港重返「一國兩制」的正
軌，並將無罪假定等基本法原則納入
法例，和將絕大多數案件交予香港特
區自行處理，是顧及了香港的實際情
況。

指定法官不影響獨立審案
針對草案中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可指定
若干法官專門處理涉及港區國安法的案
件，譚惠珠指出，特首有實質的委任權
任命法官。事實上，香港所有法官都是

張達明屈國安法「人治」 梁愛詩強調保障人權

譚惠珠：立法港本無話語權

特首物色法官審案安排合理
他解釋，港區國安法是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處理的是涉及
國家安全的案件，故由特首代表中央，
尋找一些對國家及國家安全較為了解和
認識的法官來處理；相關的法官及負責
起訴的檢控人員，若能同內地有更多交
流、加強對內地特別是國家安全方面的
認識，是有好處的。
近日有香港區議員在區議會會議上威
脅特區政府的政務專員，稱將向美國提
供其姓名讓美國制裁他們，屆時處理港
區國安法案件的法官是否會面臨同樣的
威脅？譚耀宗認為，這亦是需由特首指
定法官的原因之一：相信能夠承擔這項
工作的法官會無懼無畏地作出公正的裁
決，而有如上擔心的法官則可提出不承
擔相關的工作。

■梁愛詩在論壇上發言。

■譚惠珠強調港區國安法不能變成
「無牙老虎」。
資料圖片
行政長官委任，有關指定若干名法官的
做法不會影響法官獨立審案。
被問及中央在何種情況下會行使對
港區國安法的管轄權的問題，她相信
中央在什麼特殊情況下會行使管轄
權，具體條文一定會講清楚，而香港
特區政府未來設立的「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由中央委任的國安顧問的
角色只是中央與特區的溝通橋樑，
「是不可以作決定的。」

民記兩支部單車遊賀回歸 勉青年棄攬炒心態

▲陳克勤（中）在活動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攬炒派不斷抹黑港區國安法，香
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在
昨日舉行的「基本法 30 周年：和
理傾基本法」論壇上聲稱，擔心內
地對國安的認識會「直接擺入香
港」，「影響」法治和人權，基本
法委員會原主任梁愛詩反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在早前的草案說明中，已表明港區國安法將
保護適用於香港的國際人權相關公約所保障的各
項權利，加上港區國安法只涉及四種罪行，香港
人的權利和自由均會得到保障。
張達明在昨日的論壇上聲稱基本法如今已經
「走樣」，與立法時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已
完全不同，並「擔心」內地對國安的認識會「直
接擺入香港」，又稱內地法治水平不及香港，加
上尚未看到港區國安法的具體條文，質疑港區國
安法通過後，擔心小朋友是否要「監督」或「揭
發」父母有無顛覆國家的行為。

$

黑暴逾年 立法迫切

梁愛詩在回應時首先表示，中央政府有維護國
家安全的根本責任，特區政府主要負責特區治
安。國家安全方面，香港現有法律存在空檔，現
有法例無法處理顛覆國家、政府的行為。尤其過
去一年，暴徒在街頭放火、傷人，甚至進行顛覆
國家的恐怖活動，亦有勾結外部勢力，迫切需要
立法。
她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此前在對港區
國安法的草案說明中，已表明港區國安法將保護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
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而
法律沒有規定的不屬犯罪，相信港區國安法不會
與公約有任何抵觸。

律政司檢控不受干預

▶民建聯大埔支部及北區支部號召一群新界東年輕人以
單車遊慶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迎來回歸祖國 23 周年，民建
聯大埔支部及北區支部號召新界東年輕人一起踩單
車、慶回歸，以單車陣形式從大埔大尾督踩到近船
灣淡水湖的停機坪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等
表示，港區國安法即將實施，為香港未來發展打了
一支強心針，青年應當乘風破浪，勇往直前，讓香
港重歸繁榮穩定。

祖國以來最動盪的局面，其間不斷受黑暴、恐怖
主義的影響，致令香港經濟受到重創，人身及財
產安全受到威脅。不少年輕人及學生參與其中，
部分已陸續受到法律制裁，他對此感到非常可
惜，並寄語廣大年輕人不要再走歪路，應該學習
承擔建設香港的重大責任，放棄攬炒的心態，香
港才會有明天。

陳克勤籲勿再走歪路

譚榮勳冀港重歸繁榮

「新界東青年單車啟航賀回歸」活動於前日舉
辦，陳克勤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自回歸

民建聯大埔支部主席譚榮勳表示，在香港回歸祖
國23周年之際，港區國安法將在香港實施，等同為

港人打了一支強心針，故民建聯籌劃了這次單車活
動，寓意青年以單車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冀令香
港重歸繁榮穩定。

姚銘：港無攬炒本錢
民建聯北區支部主席姚銘亦指，黑暴問題和疫情
令香港情況雪上加霜，香港經濟下滑，失業率持續
攀升，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並強調香港實在沒有攬
炒的本錢，各方必須團結一致，如青年以單車陣眾
志成城一樣，迎接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才能肩負
「拒絕攬炒，重建家園」的使命。

梁愛詩表明，港區國安法是建基於「一國兩制」而制訂
的，港人應該相信自己的制度，如草案中明確規定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由特區政府組成，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要遵守內地
和香港的法律，而除極其特殊情況外，香港警方負責調查涉
及港區國安法的案件，律政司亦可以不受任何干預地進行檢
控，審訊亦會跟香港法律。
梁愛詩還在論壇中講解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在港實施
的情況，並強調基本法的初心是保障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回歸不只是改變旗幟，更是對國民身
份的認同和接受，而香港的攬炒派經常指責中央收緊本港自
由，其實是不斷測試中央底線，中央才會根據基本法處理香
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