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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早前就香
港國安法草案作出的說明，香港特

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行政長
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政務司司長、財
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
警務處處長、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
負責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秘書處，由秘
書長領導。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同時，香港特區政
府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配
備執法力量。

分拆刑事及保安處
據悉，警務處新設的國家安全執法單

位，初步構思是將目前的刑事及保安處分
拆。保安部在原基礎上設置新的國安部
門，部門名稱仍有待最後確定。
至於部門首長人選，料為現任監管處

處長劉賜蕙。她將升任副處長（國
安），直接向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匯報；
轄下的高級助理處長（國安），由現任
助理處長（保安）蔡展鵬升任，助理處
長（國安）則由江學禮出任，按此架
構，警務處將有三位副處長。
現年54歲的劉賜蕙，於1984年加入警
隊，主力刑事情報、刑事調查、刑事政策
及支援、毒品調查、商業罪案調查，亦曾
任保安部，對有關工作具有相當經驗，近
年則負責人力資源管理及培訓事務。警隊
中人形容，劉賜蕙外柔內剛，務實及有擔

當，若有關人事安排落實，劉賜蕙會是繼
趙慧賢後警隊第二位女性副處長。
至於1995年加入警隊的蔡展鵬，多年

來主要負責保安情報及行動工作，鮮有露
面及行事低調。根據警隊網頁介紹，蔡展
鵬在職期間曾赴內地和海外受訓，包括北
京清華大學、英國國家警務促進局、澳洲
警察管理學院、加拿大警察學院、美國亞
太安全研究中心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公共行
政學院。

擬招刑偵成員加入
自2017年中，蔡展鵬晉升為總警司，

早前再晉升為助理處長（保安）。而江學
禮出身警察世家，今年由保安部總警司升
為助理處長（保安），其父是退休反黑專

家，兩位叔伯也是警察。
據悉，警務處國安部門的人數未有最終

定論，除原有保安部人員，還會在五大刑
偵部門中揀選精英加入，早前已有傳有部
門人員再接受品格審查。至於今年2月退
休的西九龍總區前指揮官卓孝業，將重返
警隊出任顧問及調往保安部。

其他部門同須國安培訓
卓孝業在刑偵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去年

他有份指揮包圍理大黑暴，成功解決危機
立奇功。據悉，卓返回警隊主要負責培訓
及提升人員在刑偵方面的專業能力。
據了解，香港警隊其他相關部門也要接
受香港國安法的培訓，以掌握情報分析和
執法的專業能力，支援新部門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民政事務局
局長徐英偉昨日表示，《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旨在防範、制
止和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
的違法分子，保護絕大多數奉
公守法的香港市民，保障他們
生命財產以及依法享有的基本
權利和自由，相信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香港很快會恢復社
會和政治穩定，迎來更廣更大
的發展機遇。
徐英偉昨日在「港島各界慶

祝香港回歸二十三周年、賀香港

國安法立法」系列活動啟動禮上
致辭表示，過去一年的連串暴力
事件，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創
傷。激進分子以「港獨」、「自
決」之名，公然挑戰中央和特區
政府，嚴重觸碰「一國」原則的
底線。
他指出，制定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有助鞏固
「一國兩制」有效運作，令
香港重回正軌，重新出發。
「國安立法旨在防範、制止
和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
的違法分子，保護絕大多數

奉公守法的香港市民，保障
他們生命財產以及依法享有
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迎來更廣更大機遇」
「我相信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香港很快會恢復社會和政
治穩定，迎來更廣更大的發展
機遇。一方面，『一國兩制』
的基礎將更堅穩，香港可在國
家持續開放和深化改革過程中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中央亦一
再表明將繼續堅實地支持香港
的發展。」徐英偉表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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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出

台，香港警務處

作為其中一支執

法隊伍，正籌備

新設專職維護國

家安全的部門。消息稱，警務處將增

設一個副處長職位，執掌新的國家安

全處。新部門負責人的大熱人選為現

任高級助理處長的監管處處長劉賜

蕙，有望出任副處長（國安），並直

接向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負責。劉的副

手則為現任助理處長（保安）蔡展

鵬，他將升任高級助理處長（國

安）。有關人事任命仍需特區政府最

終拍板敲定。

劉賜蕙料掌警隊國安處
直接向「一哥」匯報 同袍讚外柔內剛有擔當

香港文匯報訊 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fb發帖表示，香
港面對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戰，政治、經濟、
社會、民生，都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他期
望全體公務員在不同崗位各司其職、竭盡所
能，團結一致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
政。除了要落實好香港國安法，亦要為香港
未來各方面的發展而繼續打拚，讓市民大眾
能夠安居樂業。
聶德權在帖文中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全
票通過香港國安法，填補了香港回歸23年，

國家安全法律的漏洞。過去一段時間，社會
上對立法有擔憂、有疑問，有些人甚至質疑
香港有國安法是否就沒有「一國兩制」。
他強調，「一國兩制」是為了維護國家的
统一和領土完整，以及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從國家層面訂立香港國安法，令國家的
主權、安全和發展得到保障，「一國兩制」
才會更加鞏固，發展空間才會更大。因此，
香港國安法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關
鍵，為特區未來進一步發展、為香港的繁榮
穩定、長治久安建立重要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醫療
人員總工會昨日發聲明表示，歡迎全國人
大常委會昨早通過香港國安法，並全力支
持相關法例在本港實施。工會期望，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有效止暴制亂，排除「港
獨」主張，讓香港回復平靜，讓港人集中
精力重建香港經濟。
工會表示，香港回歸祖國已23年，特區

政府至今仍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的憲制責任，以保障國家安全。工會指
出，近年社會上出現各式各樣的「港獨」
主張，而推動「港獨」的活動在去年6月
開始的動亂中，更為明顯和猖獗，已實質
危害國家安全，認為在上述背景下，中央
政府別無選擇，只可主動為香港訂立維護
國家安全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香港公
務員總工會、政府人員協會及國家行政
學院香港同學會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全
力支持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止
暴制亂，全面堵塞現存特區在國家安全
問題上的漏洞。作為公務員須盡忠職
守，堅定支持並全面配合特區政府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為落實「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作出貢獻。
聲明中提到，修例風波曠日持久，

部分人產生錯誤價值觀念，否定國
家，提出「港獨」主張。為避免香港
繼續成為被外部勢力利用的棋子，中
央有需要堵塞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的法律漏洞，立法保障香港社會的
穩定，並防範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
四類罪行；相信隨着國安法的實施，
國家安全與香港社會的穩定有了法律
保障，香港勢必迎來更廣更大的發展
機遇。
聲明又指，是次立法確保香港實行

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確保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不受減
損；確保香港的司法獨立；確保外國

人在香港的一切合法權益和外國投資
者對香港的信心受到保障。然而明白
部分香港市民對國安法存在疑慮。
因此，特區政府有責任向各界進行廣

泛的宣傳，讓市民了解和認識國家安全
法例的重要意義和給香港社會穩定帶來
的保障，並澄清包括對司法獨立與新聞
和言論自由的相關疑慮。

倡加緊推國安教育
同時建議特區政府必須加緊向中小

學校推行國安教育，讓學生全面認識
國情與了解法例的重要條文和意義，
為人師者有必要向學生說明他們對國
家安全的責任，所謂「違法達義」的
荒唐與法律後果。
聲明最後指，根據《公務員守
則》，公務員必須對在任行政長官及
政府完全忠誠，並竭盡所能地履行職
務。國家安全是特區政府的職責所
在，公務員須盡忠職守，堅定支持並
全面配合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的責任，為落實「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警
務處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
外督察協會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發
表聯合聲明，全力支持人大常委會通過
香港國安法。香港警隊必將悉力配合，
按相關法例公平公正專業執法，克盡厥
職保障香港的整體利益，堅定不移地維
護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大局。

本土恐怖主義已現苗頭
聲明指，過去一年，因修例風波而起
的暴力示威浪潮席捲全港，堵路縱火無
日無之，刑事毀壞和濫用私刑時有所
聞，日形猖獗的暴行令不同政見者噤聲
惶恐，讓無辜小市民失去免於恐懼的自
由，香港正陷入史無前例的撕裂和動

盪。
其中部分案件涉及大量真槍實彈以及

殺傷力驚人的爆炸品，暴徒的政治主張
正步步變質成乖張的本土恐怖主義，昔
日的東方之珠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明
顯缺口，情勢已到了不能視若無睹的關
鍵時刻。
聲明也指，示威活動至今已拘捕超

過九千人，其中不少莘莘學子更因而
鋃鐺入獄，前途盡毀。然而，背後肆
意鼓動違法行為的煽惑者正利用香港
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而未有受到法律
的制裁。更有部分意見領袖多次出
訪，游說外國政府對香港實施制裁，
公然散播「香港獨立」的歪論，其目
的旨在引入外部勢力損害及蠶食香港

利益，從而打擊國家的發展，其心可
誅。

立法保港發展前景
人大常委會適時引入香港國安法，倡

議防範和嚴厲懲治相關的嚴重罪行，正
可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相信
國安法必能匡正時弊，進一步保障香港
的發展前景，令「一國兩制」得以行穩
致遠。
聲明重申，香港警隊一直以維護法

紀、打擊罪惡為己任。過去一年無畏無
懼站在執法的風口浪尖，往後也必一如
既往堅決保護香港社會的公共秩序和香
港市民的人身安全。相關法草案獲得人
大常委會通過，警隊必將悉力配合，按
相關法例公平公正專業執法，克盡厥職
保障香港的整體利益，堅定不移地維護
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香港入境事
務助理員工會、香港入境事務人員協會和香港入境
處員佐級總會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堅決支持人大常
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將有助維護國家安全，確保
「一國兩制」得以順利實施。
四個工會表示，將一如既往，緊守崗位，積極配

合法例和執行有關機制，杜絕一切損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維護香港社會的和諧，保障社會的繁榮穩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香港海關工協會昨日發表聯合
聲明，表示堅決支持人大常委
會通過香港國安法，相信立法
將有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聲明強調，香港海關作為專
業的紀律部隊，定必團結一
致、克盡己任，繼續做好把關

的工作，並會全力依法履行維
護國家安全的使命和責任，確
保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海關工協會包括香港海

關高級官員協會、香港海關官
員協會、香港海關關員工會、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香港政府
華員會海關關員級分會、香港
海關貿易管制主任協會，以及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徐英偉信立法後社會回穩

警工會：依法專業執法

聶德權冀全體公僕挺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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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工會：繼續做好把關 入境處工會：維護社會和諧
醫療工會：讓港回復平靜

■徐英偉指出，香港國安法
有助鞏固「一國兩制」有效
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警隊正籌備新設專職維護國安警隊正籌備新設專職維護國安
的部門的部門，，並配備執法力量並配備執法力量。。圖為圖為
去年修例風波期間去年修例風波期間，，警察拘捕黑警察拘捕黑
衣暴徒衣暴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