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
由駱惠寧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國家安

全事務顧問是一個適合的安排。香港中
聯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
構，駱主任獲任命顧問一職，是履行中
聯辦在香港職能的一種體現。 希望駐
港國安公署盡快展開工作，確保香港國
安法全面落實，既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又保持香港安定繁榮，推動香港「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
由駱惠寧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國家

安全事務顧問，是中央政府在人事部
署上的周密安排，可發揮監督、指導
和協調的工作，發揮中央和特區政府
的聯繫作用，讓國安法順利實施更加
有體制上的便利，有助香港國安法的
落實和執法。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
會副主任施榮懷：
國安工作會牽涉到國家以及其他地

方部門，通過中央在港機構去做是合
適的選擇，而駱主任作為機構之首，

擔任國安顧問是恰如其分，加上駱主
任過往更任多省書記，有相當的工作
經驗。期望國安機構能讓香港國安法
更有效實施，不能令法例變成「無牙
老虎」。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梁亮勝：
駱惠寧目前身為中聯辦主任、國務院
港澳辦副主任、香港國安事務顧問三職
於一身，開通了中央對香港落實管治權
的通道，這是香港回歸23年來香港管治
史上的一件大事。駱主任此前擁有豐富
的地方治理經驗，今後他以國安顧問身
份切入到香港的國家安全事務當中，相
信他的豐富經驗對監督、支持和維護香
港國家安全將會提供更多寶貴意見。衷
心盼望在他和特區國安委通力合作下，
香港將會掀開嶄新的一頁。

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
駱主任出任香港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

顧問是絕對適合人選。目前，制定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政策和執行機制是非常重
要。駱主任擁有豐富、廣泛工作經驗，
能夠協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

和重大行動。他能夠對維護國家安全重
大戰略和重要政策，同時對監督、指
導、協調、支持香港履行維護國安職
責，以及對香港國安委成員分析國家安
全情報訊息提供重要指導性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黃華康：
駱主任曾任內地兩省書記，熟悉內地

法律，同時擔任中聯辦主任，對香港情
況亦有深入了解，是擔任香港國安事務
顧問的最佳人選，深信他在新添的工作
崗位上能發揮他的領導才幹，指導好國
安委員會的工作。維護國安機構組成十
分健全及權威，一定要有所行動，短時
間處理香港國安問題，以建立威信，使
香港國安法在港行之有效，能起震懾定
港安邦的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
駱主任既是香港最理解內地對國

家安全要求的人選，同時亦是內地
在香港對口的掌舵人，以顧問身份
切入到香港的國安事務中再合適不
過。希望國安機構按照香港國安法
立法目的，切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和國家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
中華接受央視採訪時指出，香港國安法僅
對四種罪行作出規定，目的就是要重點打
擊當前在香港發生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他續說，5月 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
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不是一次性的授
權，以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根據香港實
際情況繼續制定相關法律，繼續就危害國
家安全有關行為定罪量刑。
鄧中華在訪問中指出，國家安全事務屬

於中央事權，是香港國安法的法理依據和
法理出發點。在香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有很多，也有很多法律作出規定，中央在
港機構僅僅對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四種犯罪
行為進行管轄，且中央也不是都管，也是
管極少的，大部分案件都讓特區相關機構
去管轄。
鄧中華表示，香港自從回歸祖國之日起，

就重新納入到國家的治理體系，香港國安法
的頒布和實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
歷史意義，既能為在香港有效地維護國家安
全提供制度和機制保障，又能切實推進中央
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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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鄭治祖

國務院昨日任命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為香

港國安委國家安全事

務顧問，廣東省委常

委鄭雁雄為駐港國安公署署長，李江舟、

孫青野為副署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政界代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都認為，中央是經過深思熟慮而作出的

一項精準人事部署，有關人員都具備能夠

勝任相關工作的經驗，熟悉本港和內地情

況，相信能幫助有效落實香港國安法。他

們希望相關機構投入運作後，能真正發揮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令香港盡快回復

平穩，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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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立法是由亂到治的重要轉折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法學會會長
王晨3日在京出席中國法學會學習貫徹
香港國安法專家座談會並講話。他強
調，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是「一國
兩制」實踐中一項重大舉措，是香港
化危為機、由亂到治的重要轉折點，
掀開了香港歷史新篇章。法學法律工
作者要深入學習研究、宣傳貫徹這部
法律，積極推動法律有效實施，堅決
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治久安。

震懾內外反中亂港勢力

王晨指出，香港國安法完全符合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精神，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充分考慮了維護
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和香港的具體情
況，切實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
是一部治港的「良法」，必將帶來香
港的「善治」。這部法律對防範、制
止和懲治發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危害
國家安全的四類犯罪行為的具體構成
和相應的刑事責任作出明確規定，並
從中央和香港兩個層面建立健全維護
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以雷霆萬鈞之

勢對香港內外各種反中亂港勢力形成
強大震懾，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
王晨強調，在法律實施過程中，要

堅決防範反中亂港勢力詆毀抹黑、借
機生事，堅決反制外來干涉，那些以
威脅、遏制、打壓為手段阻礙香港國
安法制定實施的企圖是絕不會得逞
的。法學法律工作者要增強鬥爭精
神，對法律進行深入研究闡釋，為香
港國安法有效實施創造良好社會條件
和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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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兩地情況 人事部署精準
各界讚任命合適 盼助港回復平穩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是次國務院的任命合理。在駐港國安公
署的3人中，我比較認識李江舟，他是香港
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部長。作為香港與內地執
法部門的橋樑和聯繫，他來港工作多年，熟
悉本港情況，更熟悉兩地的執法部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
相信中央今次任命是經過充分考慮和部
署的，由駱惠寧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國家安
全事務顧問，是最佳的人選，他的能力和經
驗都可以勝任該職，就國安法當中涉及的信
息和形勢分析提供意見。希望香港國安委投
入運作後，能令香港盡快回復平穩，香港可
以再出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
由駱惠寧主任擔任香港國安委國家安全
事務顧問，體現了中央對香港落實國安事
務的高度重視和信任。香港國安法是全國
性法律，通過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實
施，由於駱主任曾任內地兩省書記，熟悉
和了解內地相關法律和制度，加上擔任中
聯辦主任，熟悉香港，相信能為有效落實
香港國安法引入寶貴意見。希望香港國安
委按照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對「港

獨」和分離勢力進行強而有力的執法，產
生震懾和警示作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一職實質是代表中

央，駱主任曾做過內地地方領導以及全國人
大代表，更能掌握中央的動向，能為國安機
構的計劃及判斷提供有用資訊；加上國安牽
涉外交、地緣政治等專業領域，香港具備有
關專業的政府人士並不多，期望國安機構能
夠給予指導及情報，讓香港的執法機構能夠
更有效運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
國安事務顧問角色重要，必要時在緊急

時刻出謀獻策，由駱惠寧主任出任顧問一
職，體現了中央向來精準的人事部署，相信
所憑藉的正是駱主任過往履歷和現任中聯辦
主任的經驗，相信他能夠為貫徹落實好香港
國安法提供具參考性的意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
中央委派人選向來知人善任，當中駱主
任有相當的工作經驗及能力，是香港國安
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一職的必然首選，對
國安機構的未來工作相當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國
務院昨日決定，任命中聯辦主任駱
惠寧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任命廣
東省委常委鄭雁雄為駐港國安公署
署長，李江舟、孫青野為副署長。
立法會各建制派政黨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認為，有關官員的政治
歷練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期望在
港推動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可以盡
快展開，令香港盡快重回正軌。

李慧琼盼速展開工作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維護國
家安全的工作十分重要，相信中
央經過詳細考慮，找最合適的人
選出任。其中，駱惠寧主任曾先
後任職山西省和青海省省委書
記，行政管理經驗相當豐富，加
上香港中聯辦在港的網絡，掌握
香港情況，將可充分發揮國家安

全事務顧問的職能，而鄭及兩位
副署長在推動維護國安方面的經
驗十分豐富，是適合的人選，並
期望公署盡快展開工作。

黃國健讚人選合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

要有效發揮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
會及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
角色，身為領導者對香港的認識是
很重要的。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
香港中聯辦在香港一直擔當重要的
角色，與香港社會各界保持密切溝
通，相當了解香港的實際情況，由
中聯辦主任出任國家安全事務顧
問，列席國安委會議並提供意見，
是合適不過的。至於駐港國安公署
鄭署長及兩名副署長，他們在維護
國安工作上有深厚的經驗，是勝任
的人選。

廖長江：切合港實況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表示，中
聯辦是中央機構，代表中央處理
香港有關事務，已經和社會各界
建立一套廣泛的溝通網絡，對香
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甚為了解。由
中聯辦主任出任國家安全事務顧
問，可以提供更切合香港實際情
況的意見。被任命為駐港國安公
署副署長的李江舟，是公安部駐
香港中聯辦警聯部部長，有豐富
的港澳事務經驗，亦對香港事務
相當熟悉。

盧偉國：體現中央決心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也表示，是次
中央的任命安排完全體現了中央對
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決心，從駱主
任到駐港國安公署正副署長，都對

香港情況相當了解，並具備豐富的
國安經驗。他期望香港特區國安委
及駐港國安公署可以盡快展開工
作，讓香港能夠重回正軌。

張宇人：善用中聯辦角色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表示，以駱主
任的行政經驗，相信必定勝任國
家安全事務顧問的工作，而是次
任命亦顯示中央政府是經過周詳
的考慮，善用中聯辦在港的角
色，而駱主任日後向香港特區國
安委提出的意見，將完全切合香
港實際情況，並認為鄭雁雄署長
及李江舟、孫青野副署長在維護
國安方面的經驗相當豐富，加上
鄭此前為廣東省委常委，李江舟
則已在港多年，對香港都有一定
認識，相信他們在新的崗位上必
定會有很好的發揮。

政界讚經驗豐富熟港務

委員盼盡快展開工作港區代表盼強力遏「獨」

◀各界讚中央人事部署精準，有關人員都具備能夠勝任相關工作的經驗，熟悉
本港和內地情況。圖為中銀大廈的立法宣傳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人支持香港國安法立法。圖為市民在領取《文匯報》號外關注立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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