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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3
年的大日子，也是通過國歌法和香港
國安法後的首個回歸紀念日，標誌着
香港特區履行憲制責任的里程碑，別
具意義。「治亂世，用重典」，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終於有嚴律重典可
依，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終要付出沉重代價，同
時大部分奉公守法的市民得到應有的法律保障，基本
法賦予香港公民的民主與自由免受極端分子破壞，落
實香港國安法是香港撥亂反正的重要契機。
香港國安法條例下，中央會在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

公署，負責分析研判香港維護國安的形勢，就維護國
家安全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監督、
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
全的職責；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依法辦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國安法又列明在3種特殊
情形下，國安公署能行使管轄權，包括案件涉及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區管轄確
有困難；出現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香港國安
法的嚴重情況；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
情況。事實上，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即時收到阻嚇震
懾外國勢力入侵、瓦解反中亂港組織的反應，成效
立竿見影。
除特定情形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按國安法條例

行使管轄權，包括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
執行等訴訟程序。過去一年，香港劫難重重，民不
聊生， 特區政府舉步維艱，香港政治、經濟、民生
事務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市民期盼社會安寧、經
濟繁榮的日子盡快來臨。特區政府有責任在釋除公
眾疑慮方面多加努力，提供一切資源協助各方，加
強面向公眾的教育和宣傳，讓普羅大眾理解並支持
香港國安法。
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基石，香港國安法為長久以來信奉法治的香港提供堅
實的保護盾，更是引導香港再創輝煌的指南針。香港
由今天起將重新出發，「一國兩制」得以重回正軌，
「二次回歸」得以全新啟航。最後，祝願祖國國泰民
安！香港繼續繁榮穩定、人人安居樂業！

香港國安法實施標誌「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是國家「一國兩制」事業的重要里

程碑，標誌着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這個新

階段，是中國進入「強國時代」，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

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新階段；是以維護國家安全

為主軸，打破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企圖把香港變成反

華反共的橋頭堡圖謀，解決香港主要矛盾的新階段；是香港

保持穩定社會環境，着力解決經濟民生等方面深層次問題的

新階段；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2047年後「一國兩制」前途更加明朗的新階段。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紀念日前夕頒
布實施，為維護國家安全和憲法、基本法所確立的
特區憲制秩序，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強大制度保障，成為香港
由大亂變大治的重大轉機，在香港的「一國兩制」
實踐進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標誌意義。

進入全面落實習近平新時代思想新階段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今天中

國「強國時代」的指導思想，當然也是制定香港國
安法的指導思想。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重要講
話，不僅強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
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而
且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
線：「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
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
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

矢提出來的，為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事實上，香港去年發生的反修例暴亂，是一場直

接危害國家安全、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
「港版顏色革命」。然而，香港本身沒有足夠法律
及機制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的「一國兩制」面臨
「走樣、變形」的嚴重危機。香港國安法具有強烈
針對性，重點解決維護國家安全、堅持和完善「一
國兩制」制度體系、反對外來干涉等問題。隨着香
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就
全面進入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指導，深入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和完善「一
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新階段。

以維護國安為主軸解決主要矛盾新階段
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也

是為了解決香港主要矛盾。那麼，香港的主要問題和
矛盾是什麼？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基本法頒布
30周年網上研討會上「打開天窗說亮話」，一語道

破：不是經濟民生，而是政治較量，是在政治層面將
回歸後的香港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香港的政治對抗：我
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反對派
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
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
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

中央從國家層面制定香港國安法，就是要粉碎反
華反共勢力的圖謀。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兩會期間看
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特別強調，香港國安
法打擊破壞國安的極少數人，保護絕大多數港人利
益。人們由此可以更清楚看到人大制定香港國安法
的基本原因。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香港的
「一國兩制」實踐就進入以維護國家安全為主軸，
打破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企圖把香港變成反
華反共的橋頭堡圖謀，解決香港主要矛盾的新階
段。中央強勢主導解決香港的主要矛盾，將是香港
政局往後發展的主要特點。
主管港澳事務的韓正副總理兩會期間會見港澳政

協委員時，強調中央進行香港國安法立法的一個重
要目的，就是要為解決經濟民生等方面的深層次問
題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央將在政治和經濟民生
方面給予香港更多、更大的支持。隨着香港國安法
的頒布實施，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就進入保持
穩定社會環境，着力解決經濟民生等方面深層次問
題的新階段。

香港進入2047年前途更明朗新階段
「一國兩制」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然

而，去年開始的反修例暴亂，直接衝擊「一國兩
制」的原則底線，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將香港推入
危險的境地，使很多香港人擔心：2047年後香港還
會不會繼續有「一國兩制」？對此，張曉明給出了
答案：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
大，中央為香港特區裝上香港國安法這個「殺毒軟
件」，「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必定會運行得更
安全、更順暢、更持久！從此，香港進入2047年後
「一國兩制」前途更加明朗的新階段！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天早上出席各界慶典委員
會活動啟動禮時表示，香港國安法對危害國家安
全的極少數人是「高懸利劍」，對絕大多數香港
居民，包括在港的外國人，則是保障權利自由和
安寧生活的「守護神」，隨着時間推移，會越清
楚看見香港國安法公布，是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
轉折點，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駱
主任的講話講到港人的心底，在現場引發陣陣掌
聲和熱議。

港人感受到中央真心為香港好
駱主任從回歸前後對比，說明中央政府和內地

同胞才是真心為香港好，他指出，回歸前香港長
期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下，政治上香港民眾根本上
沒有民主權利可言；經濟上英國從香港攫取大量
利益。回歸後，香港民眾享有比歷史上任何時候
都更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經濟上中央政府推
出一系列惠港政策，支持香港發展，幫助香港成
功抵禦兩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大衝擊。
的確，「一國兩制」設計之初，就體現了中央

對香港的關心與照顧，是為了香港好。香港回歸
23年星移斗轉，香港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始終緊
密相聯，中央和內地同胞在很多方面給予了香港
很多支持，比如支持特區政府入市反擊國際金融

炒家、出台CEPA這一惠及香港經濟的特殊安
排、啟動內地遊客赴港「個人遊」、推出滬港通
及深港通、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等。此次
完成和通過香港國安法，也是為了使香港社會恢
復穩定安寧，為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營造良好的
社會環境。港人處處都能看到、感受到中央才是
真心支持香港、維護香港利益、為港人福祉着
想。

國安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香港國安法充分體現了「懲治極少數、保護大

多數」的原則，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治
久安。國安法「高懸利劍」和「守護神」之所以
相輔相成，是因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
制」空間愈大，港人的福祉愈能得到保障。
自去年6月爆發反修例風波及暴亂以來，黑暴

「攬炒」已經將本港推向危險之境，經濟動盪、
交通阻斷、投資斷流、百業蕭條、失業率高企、
民不聊生。分裂組織和成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
獨」「自決」，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
擊中聯辦和香港政權機構。黑暴攬炒分子阻塞交
通，毀壞港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
舖，用殺傷性兇器襲擊警員，對普通市民擅用
「私刑」，甚至製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

還製造和放置烈性炸藥，走向本土
恐怖主義。
香港經濟出現了十幾年來罕見的負增長，超過

20多萬人失業，黑暴勢力正在摧毀香港繁榮穩定
的根基。中央深感「社會攬炒」、「經濟攬
炒」、「政治攬炒」成了社會公害，於國家層面
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緩，
這才有了香港國安法的產生。

香港一定會重新出發贏得未來
在國安法「高懸利劍」下，反中亂港頭面人物

失去了昔日呼風喚雨的能力，調整策略，縮沙轉
軚，企圖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們「雞飛狗走」的
真實原因，是香港國安法「高懸利劍」的震懾
力。
駱主任重申香港國安法立法是民心所向、眾

望所歸，國安法實施令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港人安寧，香港一定會重新出發贏得未來。的
確，香港國安法是一份給香港特區成立23周年
的「生日禮物」，是「里程碑、新標誌、守護
神、轉折點」。有了香港國安法，亂港勢力再
難以為所欲為，香港也將迎來變亂為治、重返
正軌的轉機，「一國兩制」將進入新時代，迎
來璀璨的明天。

「高懸利劍」和「守護神」助香港迎重大轉折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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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黃玲玲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有助於確保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讓「一國兩制」
有更大發展空間，為香港發展揭開歷
史新一頁。相關法律能夠幫助香港走
出困境，為香港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保
障。
香港國安法受到香港市民的擁護支持，早前不少香

港市民已通過不同途徑表示支持盡快立法，包括180
多萬個街頭簽名、100多萬個網上簽名，幾百個機構
及商社組織在媒體做廣告表態支持等。
香港國安法落好地、起好步，將真正起到維護國家

安全、震懾敵對勢力、為「一國兩制」保駕護航的作
用。香港國安法不僅填補了香港特區目前在維護國家
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更保障「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落實，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同時為下一
代營造健康成長環境，為「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提供強大支撐。

接下來必須重視和加強這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強宣
傳，爭取更大範圍民意支持；二是加強教育培訓，使
得維護國家安全意識深入人心；三是加強落實，通過
典型案例樹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權威。
香港回歸23年來，外部勢力打着「民主」和「人

權」的旗號，其實是在侵害中國的國家主權。「一國
兩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安定的社會環境是對香港
前途最好的保障，全體市民對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要全
力支持。香港國安法有利於幫助香港站穩「一國」的
正確立場，向敵對勢力說「不」。讓我們團結一心，
堅決擁護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在香港國安法的保駕護
航下，為香港明天更美好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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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國安法已刊憲實施。香港國安法體現了「懲
治極少數、保護大多數」的原則，有利於維護國家
安全和香港長治久安。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
少數人來說，這部法律是高懸的利劍；對於絕大
多數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這部法律是
保障其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

「港獨」是「明獨」自決是「暗獨」
國安法對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絕不手軟。違

法「佔中」至過去一年黑暴「攬炒」期間，種種
禍港殃民之事，很大機會成為過去，將來或難以
復見了。這些禍港殃民之事包括：公開宣傳「港
獨」、揮動「港獨」旗，公然主張香港從中國分
裂出去，絕對觸犯香港國安法；黑暴「攬炒」期
間擲汽油彈、製造炸彈，破壞交通工具、設施、
電力設備，縱火、「私了」等，以及攻擊、破壞

特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去外國要求制裁
中國內地或香港，這種行為是嚴重犯法。
「港獨」是「明獨」，自決是「暗獨」，都屬

分裂國家行為。國安法利劍高懸具強大震懾力，
難怪多個「明獨」「暗獨」組織，紛紛主動解散，
當中包括香港眾志、學生動源、香港民族陣綫
等，其核心人物也紛紛宣布退出，有些骨幹成員
早前更已離港。攬炒派所建立的「黃色經濟圈」
亦瀕臨瓦解，多間黃店也宣布「退圈」割席。
攬炒派頭面人物在國安法面前縮沙並非個別情

況。宣稱「為美國而戰」的黎智英，幾度企圖
「走佬」逃避罪責；被西方反華勢力稱為「鐵娘
子」的陳方安生突然軟化，發表聲明決定「從公
民及政治工作退下來」，過「較平靜生活」；
「港獨」之父李柱銘瞬間變為「深藍」，批評
「港獨」主張太浪漫，好危險，他從來不同意，

又說不支持暴力，最不喜歡鼓勵別
人「搞攬炒」……

「治亂世用重典」，國安法絕非「無牙老
虎」，而是「鋼牙老虎」，使反對派產生敬畏之
心是好事，攬炒派頭面人物失去昔日呼風喚雨的
能力，故縮沙轉軚，試圖逃避法律制裁。國安法
旨在讓這少數人害怕，對法律懷着敬畏之心，以
後不敢再胡作非為，無疑是好事。
美國《時代》雜誌網站日前透露特朗普政府凍

結了一筆用於支持香港示威者的資金，揭穿了暴
徒打砸搶燒根本是收人錢財、替恩主賣命，也顯
示出攬炒派聲稱黑暴「無大台」、「無勾結外國
勢力」的謊言，更反映美國剎停對香港攬炒派的
資助，黑暴分子只是外國勢力用完即棄的棋子。
黑暴攬炒分子想要「狗仗人勢」的夢想被粉碎，
充分反映香港國安法的震懾力。

國安法重手封殺「明獨」「暗獨」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特區政府刊憲實施
香港國安法，意義非比尋常。這部法律充分顯示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倚重特區的執法、
檢控和審判工作，以及重視維護香港市民的合法
權益，執法、檢控嚴格按基本法與本港法律行
事，不會一罪兩控、無罪假定、律師辯護等被告權
益充分受法律保障，司法審判獨立行使，不受任何
人干預。這是一部充分尊重「一國」原則、體現
「兩制」差異的法律，符合香港市民根本利益、有
利於香港發展長遠利益的法律。可以說香港國安法
是「一國兩制」的「守護法」，守護的是國家安
全、守護的是「一國兩制」、守護的是香港的法
治、守護的是香港的繁榮穩定、守護的是香港市民
的權利，讓「一國兩制」能行穩致遠。

香港回歸祖國23年，「一國兩制」的實踐基

本上取得巨大的成就，香港一直保持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經濟民生持續發展，市民享有前所未有
的自由、權利及經濟成果，成績有目共睹。

國安立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自2014年的非法「佔中」開始，到最近一年

由反修例風波所引致的黑色暴亂，不但嚴重破壞
香港的法治，也損害香港的經濟，市民深受其
害。香港如果沒有一套完善的國家安全法律與執
行機制去堵塞現時的國家安全漏洞，黑色暴亂只
會持續下去，法治繼續被破壞，經濟發展繼續被
損害，人權自由繼續被侵蝕，這樣的情況大家願
意繼續見到嗎？

香港國家安全法立法就是要針對這些極少數危
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護大多數香港市民的

合法權益。這次立法中央是被迫出
手，希望以迅速果斷的手法，使香
港重回正軌，當然法律效力要成功發揮，實有賴
全港市民的支持。

法律效力成功發揮有賴市民支持
大家可以見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敵對勢

力，已急不及待的要制裁中國，甚至取消香港的特
殊待遇，圖迫使中國停止香港國安法立法，干預
中國內政已達至毫不遮掩的地步，反映出香港已
成為外國反華勢力牽制中國的一隻棋子，危害的
不只是香港的國家安全，而是影響14億人的國家
安全，這更突出香港國安法立法的迫切性和必要
性，香港人更應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的對抗外來的
干預，與國家同行，使香港能重拾昔日的光輝。

國安有保障香港再出發
黃國恩 執業律師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中律協創會副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