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法官無涉獨立審判權
有利提高審判效率 統一裁決標準

香港國安法中有哪些

措施可以保證香港的司

法獨立？指定法官是不

是違背了司法獨立的精

神？在國務院新聞辦昨

日就香港國安法舉行的

專題發布會上，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

春耀表示，指定法官對

法院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沒有影響，這樣的制度安排既體現了特區的

憲制責任，特別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維護國家安全負有主要責

任，同時考慮到香港特區司法制度、法官制度的實際情況，制度安排

有利於提高審判效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京報道

沈春耀指出，中國憲法有明確規定，
人民法院，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

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
的干涉。這是整個國家法治中關於獨立行
使審判權、檢察權的明確規定。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中也有非常明確規定。在
國家憲法、在基本法，在有關法律中都是
明確的，所以司法獨立都是按照有關法律
規定進行的。
他說，指定法官審理有關危害國家安
全案件，是一個制度規則。這對法院法官
獨立行使審判權沒有影響，是不同層面的
問題。

依然獨立審判 不受干涉
沈春耀解釋，指定法官的制度有一些
含義：是從現有法官中指定，而不是從法
官以外的人員指定；指定的法官是負責危
害國家安全的案件，沒在指定範圍裏的法
官依然擁有法官應當具有的職權；指定若
干名，可以說是一個名單、是一個範圍，
具體審理時按照原有規定安排；行政長官
在指定這些法官前可以徵詢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的意見；具體到案件審理，依然是獨立
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所以這樣一個制度安排既體現了特

區的憲制責任，特別是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在維護國家安全負有主要責任，同
時考慮到香港特區司法制度、法官制度
的實際情況。」沈春耀說，這樣的制度
安排有利於提高審判效率，有一個指定
的法官範圍，可能有關的法官經驗、素
質比較高、比較好或者比較熟悉，相對
來說也有利於統一裁判的標準，因為這
是一類案件，這一類案件可能有關聯
性，有它的特點。

保護國安必須先發制人
沈春耀表示，「分裂國家」「顛覆國

家政權」，這個案件是不可能等發生既遂
的後果的。「如果國家已經分裂，如果政
權已經顛覆，你還懲治什麼犯罪。這是這
類犯罪的特點。」
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

權，不論中央人民政府，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權在內的各級地方的政權機關，整
個國家都不能容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的行為。這是懲治這類犯罪的特點，不
可能讓他的最終目的和後果實現。怎麼樣
認定有關行為的犯罪構成適用法律標準，
要根據這類案件的特點。因此指定法官制
度有利於相對的統一裁判標準，明晰具體
適用法律的規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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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國安法
立法及頒布實施，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
事、北京航空航天
大學「一國兩制」

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接
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中央
依據憲法和基本法直接進行國安
立法，是履行「一國兩制」基礎
立法者與最終守護人角色的正當
國家行為，也是對香港人權與法
治的積極保護。這位專家強調，
香港國安法是保護香港人權的重
要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才能最大
限度保護香港人權，鞏固法治根
基，確保「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秩序行穩致遠，不變形、不走
樣。
田飛龍表示，香港國安法以「加

快立法」方式走完全部法律程序，
在香港落地生效。這是「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節點，也
是維護香港法治與人權的重要制度
成果。
這位專家指出，就香港國安法的
具體制度安排而言，對香港法治與
人權的保護性意圖和能力是顯而易
見的：
其一，國安法立法吸收和規定了

現代刑事訴訟法的主要法治原則和
人權保護原則，包括不溯及既往、
無罪推定、罪刑法定、罪刑均衡、
正當程序等，是將國家改革四十年
刑事法治進步的主要成果予以轉
化，並注意與香港法治已有標準相
銜接。
其二，國安法在具體管轄權上
根據「一國兩制」原則，將大部
分案件授權香港本地執法與司法
機關管轄，沿用香港本地法律程

序予以規範和保障，而只在特殊
情形下由中央駐港執法機構直接
管轄並以內地刑事訴訟法制予以
保障，無論歸入何種管轄類別，
嫌疑人均可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
保護。
其三，國安法立法僅僅針對極少

數危害國家安全的本土極端勢力和
外部干預勢力，僅僅規制四種典型
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香港本
地仍有繼續完成23條立法及規制其
他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自治立法權
和執法權。

確保人權保護高標準
其四，國安立法高度重視尊重和

吸收香港普通法及其他本地法律中
已有的法治標準和人權標準，注重
吸收轉化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
部分所體現的人權保護要求，確保
這部法律對香港人權保護的規範性
和高標準。
其五，這部法律的執行及本地法

治教育的深入開展，有助於香港居
民更好理解和接受，以及運用這部
法律與黑暴勢力及外部干預勢力作
鬥爭，從而使這部法律在香港社會
轉化為普通民眾維護人權與法治的
有力的法律武器。
田飛龍表示，香港國安法及時彌

補了香港國安法律漏洞，將法治標
準與人權標準體現於具體的法律原
則和制度設計之中，建構了中央駐
港執法機構和香港本地執法機構的
執法雙軌制並在兩者之間搭建了執
法合作機制，形成了執法合力，可
確保該法在具體實施中精準有效地
展現維護國家安全與保護人權的規
範效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針對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區有
關的危害國家的一些行為或者活動的同
時，是否會限制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
問題，沈春耀回應說，在研究起草有關法
律中，國家高度重視尊重保障人權這一重
要的法治原則。不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整個國家都是非常重視和推進人權事業全
面發展。香港國安法總則中明確規定，也
是統領全篇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得尊重保障人權，遵循法治原則。
沈春耀說，懲治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犯

罪行為，辦理這些案件也應當貫徹一些重
要的刑事法治原則。在總則都有明確規
定，比如罪刑法定原則，通常所說法無明

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再
比如，無罪假定或者無罪推定；保障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
訴訟權利也都有明確規定；一事不再理原
則等，這些重要的原則都在法的總則中作
出規定。

規定和精神與基本法一致
「尊重保障人權不限於刑事訴訟活動，

本法還有其他非常明確的規定，就是國家
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依照香港基本法
的規定，有國際人權公約。」沈春耀說，
所以本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精神
都是一致的，非常廣泛，還不限於刑事訴

訟活動，像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和權
利。
沈春耀說，不少人關心，對人權，特別
是自由、言論、出版、新聞、集會等會不
會有影響。任何權利都是有法律規定的明
確界線和範圍的。「一國」有底線，「兩
制」有邊界。越過了法治底線和邊界那就
不行了，這一點不論中國、不論香港特別
行政區、不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一樣
的。權利和自由要充分行使，但是需要在
法定的範圍裏，要按照法定要求，越過了
這個底線和範圍，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京報道

總則規定須保障人權遵循法治

沈春耀表示，從法律規範的性質屬性看，
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兼具實體法、程序法、組
織法三類法律規範內容的綜合性法律，這三
類規範都在其中有充分體現。他說，隨着這
部法律的公布施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通過全國人大的決
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全面地呈現出
來。

沈春耀將法律內容簡要概括為六個方面：
第一，明確規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對有關國家
安全事務的根本責任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第二，明確規定了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遵循的重要
法治原則；第三，明確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機構的職責與活動的準
則；第四，明確規定了防範、制止和懲治四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包括分裂國家罪、
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這四類犯罪行為
的構成及其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第五，明
確規定了案件管轄、法律適用、程序等內
容；第六，明確規定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機構的名
稱在法律中明確規定為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公署，還明確規定了駐港國家安
全公署和國家有關機關在特定情況下管轄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情形和程序。
沈春耀表示，這部法律的公布施行，將有
效地維護國家安全，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
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堵塞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對於新形勢下堅持和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
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京報道

不取代二十三條 特區應盡早立法

■■ 昨日懸掛着昨日懸掛着「「慶香港回歸慶香港回歸
賀國安立法賀國安立法」」標語的巴士在標語的巴士在
港九新界巡遊港九新界巡遊。。 新華社新華社

國安法兼具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內容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指
出，全國人大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出台
的法律都不取代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要
求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的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應盡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
沈春耀指出，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盡早

完成立法，這是非常明確的。特別行政區
方面，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也是明確表態
在國家法律出台後要完善相關的法律。

內容較二十三條設想廣泛
基本法二十三條規定了七種應予禁止和

懲治的行為，而香港國安法規定防範、制
止和懲治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對此，沈春耀說，「一個七種，一個

四類。其中，有兩種行為是有交集的，一
個是分裂國家，另外一個在二十三條中表
述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在國安法中
表述是『顛覆國家政權』，含義更為廣
泛、更為充分。」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內容有「兩個層

面」，包括特區層面的制度安排、國家層
面的制度安排。「兩個方面」，一個是建
立健全法律制度，一個是建立健全執行機
制。也就是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這兩個方
面的內容。也就是說，新出台的法律內容
比基本法二十三條設想的內容要廣泛得
多。

促盡早履行護國安職責
他強調，全國人大的決定、全國人大常

委會出台的法律都不取代香港基本法二十
三條要求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的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包括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有關立法。
另外，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含義，沈春耀亦作出解釋，指至少
包括三層含義：第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本
身要依法維護國家安全，這是一個憲制責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司法機關都要依據香港國安法和其他
有關法律的規定來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
責。第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但不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本身。第三，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
中央人民政府負有根本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京報道

■■ 大批市民昨日參加大批市民昨日參加「「撐國法慶回撐國法慶回
歸歸」」集會集會，，慶祝香港國安法成功立法慶祝香港國安法成功立法
及回歸紀念日及回歸紀念日。。 中通社中通社

■ 沈春耀表示，指定法官對法院法官獨立行使審
判權沒有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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