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綜合報道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9日在國務院網

站發表聲明稱，隨着中國在香港推進國

家安全立法，美將於當日結束美產國防

設備對華出口，並將對出口香港的國防

和軍民兩用技術施加與中國內地同樣的

限制。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也於同日宣布，停止給予香港不同

於中國其他地區的、包括出口許可證豁免等在內的經貿特殊

待遇，並正就進一步消除差別待遇進行評估。對此，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表示，中國不是嚇大的，美方通過所

謂制裁阻撓中方推進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圖謀絕不會得逞。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也表示，不會被任何制裁行

動嚇怕，相信國家在有需要時會採取反制措施，特區政府一

定會全面配合。

中國將反制美方 港全面配合
外交部：謀阻立法必不得逞 林鄭：不會被美嚇怕

據新華社報道，
在昨日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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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推進國家安全立
法，美將於當日結
束美產國防設備對
華出口，並將對出
口香港的國防和軍
民兩用技術施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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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中國不是嚇大的
趙立堅表示，關於香港國家安全
立法問題，中方已多次闡明嚴正立
場。這一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
外國無權干涉。中國政府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
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
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
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中
國不是嚇大的。美方通過所謂制裁
阻撓中方推進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
圖謀絕不會得逞。」
他表示，針對美方有關錯誤行
徑，中方將採取必要反制措施，堅
定維護自身國家利益。
另外，就美國藉詞推出針對香港
的制裁措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強調，不會被任何制裁行動嚇
怕，相信國家在有需要時會採取反
制措施，特區政府一定會全面配
合。她表示，香港有一班人時常乞
求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制裁香
港，故特區政府早已評估過有關制
裁手段。
對於美國商務部宣布暫停執行對

香港提供相關優惠待
遇的法規，林鄭月娥
強調「任何制裁行動
都不會嚇怕我們」。
她指出，特區政府已
有心理準備，相信中
央在有需要時會採取
反制措施，倘中央提
出的反制措施需要特
區政府配合，「我們
一定會全面配合。」
她續指，香港每年從
美國入口大量貨物，
美國在香港享有全世
界最高的貿易順差，

一年約為300億美元。
林鄭月娥表示，美國政府採取

的措施未有詳情，估計是限制所
謂軍用或軍民兩用的技術產品出
口到香港。她認為美國政府僅基
於懷疑、猜測，指控這些產品來
香港後便不受管制，有轉移到其
他地方的風險，但其實香港有嚴
謹的貿易管制制度，並不會出現
有關情況，「以前不會、今日不
會、將來也不會。」她表示，很
多產品在其他地方有替代品，有
關制裁措施對香港發展創科的影
響不會很大，而特區政府會與科
技界，特別是在大學做高端科研
的人士保持聯絡。

林鄭：制裁對創科影響不大
她批評，香港有一班人時常乞求美

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制裁香港，故
特區政府早已評估過有關制裁手段。
若美國政府說以後出口有關產品到香
港的訂單都要申請所謂「出口許可
證」，會有少許不便，但這方面產品
可能也有替代品，需入口的行業也可
能從其他國家進口，而在香港本地的
製造業已非常少，大部分都在內地，
已正受有關制度影響。

■林鄭月娥表示不會被任
何制裁行動嚇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人大常
委會昨日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台灣的蔡英文
當局即對香港國安法大肆攻擊誣衊，更聲言
要搞所謂「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項目」。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昨日回應指，香港國安法
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四種犯罪行為的構成及
其刑罰作出明確規定，此舉必將斬斷台灣民進
黨當局亂港的黑手。

朱鳳蓮表示，堅決擁護和支持實施香港國
安法。她指出，香港國安法旨在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和香港繁榮穩定。她批評民進黨當局
煞有介事地跳出來對香港國安法說三道四，
公然歪曲事實、顛倒黑白，企圖繼續與亂港
分子勾連，危害國家安全，再次暴露他們圖
謀插手香港事務、搞亂香港、謀求「台獨」

的險惡用心。
朱鳳蓮強調，香港國安法對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四種犯罪行為的構成及其刑罰作出明
確規定，必將斬斷民進黨當局亂港的黑手。
她又說，「我們嚴正警告民進黨當局，任何
人任何勢力企圖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徑都是徒勞
的，必將自食惡果。」

國台辦：立法斬斷民進黨亂港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
部發言人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香港
國安法發表談話，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香港國安法，並將該法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實施，這
是香港恢復秩序、由亂及治的治本之策，
是「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
事，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保障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強大制度
保障，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
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
發言人並指，香港國安法充分考慮維

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和香港特區的具
體情況，從中央和香港特區兩個層面就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作出系統全面的規
定，維護了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
區的憲制秩序，彰顯了「一國兩制」的
內在要求。法律規管的是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四種犯罪行為，懲治的是極少
數，保護的是絕大多數。法律實施後，
香港的法律體系將更加完備，社會秩序
將更加穩定，營商環境將更加良好，廣

大香港市民和國際投資者都將從中受
益，我們對香港的光明未來充滿信心。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

區，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堅
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
移，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
定不移。任何勢力、任何情況都動搖不了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和意志，任何妄
想利用香港危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圖謀都絕不會得逞。

駐港公署：
彰顯「一國兩制」堅定決心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昨晚發表聲

明，堅決擁護和支持香港國安法，認為這
是「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實踐進程中的
一件大事、好事、喜事。聲明指出，中央
政府對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最大和最終的責
任。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堅持和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重大舉措，
是維護香港長治久安與繁榮穩定的治本之

策，彰顯了中央政府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堅定決心。
聲明強調，香港國安立法針對的是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法律
規管的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
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四類罪行，懲治的是極少數犯罪
分子。立法符合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符
合國際通例和法治原則，充分尊重特區
的高度自治，充分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
有的權利和自由，順應民心民意，符合
香港實際，受到香港社會絕大多數市民
和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的歡迎。有國家安
全立法托底，香港必將更加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必將行穩致遠，廣大香港
市民和國際社會都將從中受益。
聲明重申，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

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
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決心，任何干
擾和阻撓立法實施的企圖都將遭到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堅決反
對。國際社會應該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發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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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香港國安法，國
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並列入
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即日在香港刊憲實施。
在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之際，香港國安法的
頒布實施，對香港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為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切實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有效維護憲法
和基本法所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提供強大制度保障，並已即時
顯示出對危害國安勢力的巨大震懾力。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關鍵要確保法律執行到位，
相信中央和特區有關執法、司法機構將依法
履職盡責，有效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切實保護大多數港人的合法權
利和自由；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更應積極主
動做好面向香港和國際社會的推廣、解釋工
作，讓市民知法守法，消除不必要的憂慮，
增強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心。

香港由於長期存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
導致衝擊「一國兩制」底線的違法暴力惡行
愈演愈烈，「一國兩制」面臨前所未見的嚴
峻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肩負14億中國人民
的重托，依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有關決定，以高度負責的態度進行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工作，廣泛聽取包括行政長官、有
關主要官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

委員在內的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建議，立法
程序周密規範、科學民主。

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應當堅持的法治原
則，涵蓋依照法律定罪處刑、無罪推定、一
事不二審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等。國
安法不具追溯力，所訂明的罪行只適用於法
律實施以後的行為。此外，國安法亦明確規
定依法保護港人根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
可以說，香港國安法體現了四個「最大程
度」：最大程度信任依靠特區，最大程度保
障人權，最大程度兼顧普通法特點，最大程
度保障法律有效實施。

香港國安法完成立法，建立健全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制和機制，使香港擁有更加完
備的法律體系、更穩定的社會秩序、更良好
的法治和營商環境，對於絕大多數香港市民
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香港國安法是保障他
們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意味
着香港將迎來變亂為治、重返正軌的轉機。
國安法受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廣大市民對
法律的通過、實施感到歡欣鼓舞。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國安法通過
後，國家安全有保障，重振法治，社會穩
定，是對金融市場注入「強心針」。昨日即

使美國粗暴干預，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待遇，暫停為香港提供優惠待遇，但恒生指
數高開高走，以反覆升過百點收盤。金融市
場對美國的干預作出理性反應，美國的制裁
恐嚇毫無效果，美國阻撓香港維護國安立法
的圖謀不能得逞，顯示市場把通過香港國安
法視為利好，而非利空。

對於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和組織而
言，香港國安法則是「高懸的利劍」。在國
安法通過前夕，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
頭面人物，已迫不及待與黑暴攬炒劃清界
線；一眾曾經氣焰囂張、明目張膽鼓吹煽動
「港獨」「自決」、煽動暴力的人物和組
織，紛紛宣布退出組織，組織停止運作。反
中亂港組織瞬間分崩離析，說明他們深知在
香港國安法面前再胡作非為，根本是螳臂擋
車。國安法的巨大震懾作用顯露無遺。

香港國安法出台，重點在執行。按照法律
規定，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設立維護國家
安全機構，共同構成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執行機制。特區的執法、司法機構承擔主要
責任，中央只保留在特定情況下行使必要管
轄權，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最大程度信任和
倚重，極大程度尊重兩地法律制度差異。相
信中央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機構會加強配
合，共同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保險網」，

而香港的執法、司法機構更要勇於擔當，負
起護國安、保港寧的重任。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聯同6個紀律部隊首長
已表明，全力支持有關法律在香港有效實
施；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亦表示，律政司已設
立專門的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處理
相關的檢控工作和法律事務。特區政府及相
關部門支持國安法立場堅定、態度鮮明、行
動迅速，是國安法有效落實的重要保障，是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
關鍵，相信他們能夠不負中央和港人的信任
和期望。

由於反對派和外部勢力長期惡意抹黑香港
國安法，把該法扭曲為剝奪港人權利和自由、
摧毀「一國兩制」的洪水猛獸，導致部分市民
對該法存在一定擔憂和誤解。因此，特區政府
以及新成立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所有愛國
愛港的社團、商會、社會組織，都要全力以
赴、仔細耐心做好教育宣傳工作，讓市民尤其
是年輕人認識到通過、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認真了解法律規定；讓國際社會
了解到香港國安法鞏固「一國兩制」基礎，香
港仍然是自由開放、法治包容的國際城市，世
界各地的投資者可以充分運用香港的獨特地
位，進軍中國蓬勃發展的市場，共享中國發展
的巨大機遇。

香港國安法開啟新局面 各方盡責確保實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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