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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5月24日，韓正分別參加
了香港代表團、澳門代表團審議。韓正

與香港、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進行了親切
交流。

依法有效防範懲治罪犯
韓正表示，過去一年多來，在中央的大

力支持下，在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帶
領下，香港、澳門積極應對各種困難和挑
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特別是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特區政府快速反應，
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取得的成績值得充分肯
定。

他指出，修例風波以來，“港獨”、
“黑暴”破壞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衝擊“一
國兩制”底線，已成為香港社會的公害。從
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中央在維護
國家安全方面應當行使的權力和應當履行的
責任，針對的是搞“港獨”、“黑暴”等的
極少數人。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
國家安全的極少數違法犯罪行為，是為了更
好地保障香港絕大多數居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更好地保障基本權利和自由，維護香港
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

堅定支持特首依法施政
韓正指出，全國人大有關決定以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下一步有關立法，與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的規定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中央
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推動
“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他希望香港、
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積極宣傳解讀全國人
大有關決定，帶頭維護“一國兩制”和憲法
基本法權威，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
“一國兩制”事業作出新的貢獻。

維護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
多位參會代表在會後向香港文匯報引

述，韓正在會上強調中央維護“一國兩制”
的決心始終堅定不移，從中央層次為訂立港
區國安法是中央慎重決策，既是中央政府的
責任，亦是中央政府的權力，而香港特區政
府亦應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在本地立法。
中央會堅決維護保障香港根本利益，長治久
安。

代表並引述，韓正表示香港過去發生的
動盪，影響香港居民人身安全，港區國安法
會維護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亦會保障工商
界、投資者的利益。

據引述，韓正亦提到香港一直存在的深
層次矛盾，包括年輕人關注的未來、住房、
成家立業等問題，中央政府了解和關注這一
系列問題，在適當時候中央政府會提供協
助，讓特區政府更好解決這些問題，為香港
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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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兩會報道）十
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24日在人民大會堂新
聞發佈廳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相
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有聲音擔憂港區國
安法可能導致美國採取報復措施，令香港全球
金融中心地位受損。王毅指出，香港事務是中
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建立健全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中央政府對地區國安負最終責任
王毅說，維護國家安全歷來是中央事權，

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中央通過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履行其憲
制責任，但這並不影響中央根據實際情況和需
要繼續建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中央政府對所有地方行政區域的國家安全
負有最大和最終責任，這是基本的國家主權理
論和原則，也是世界各國的通例。

王毅指出，去年6月修例風波以來，“港
獨”組織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日益猖獗，暴力
恐怖活動不斷升級，外部勢力深度非法干預香
港事務，這些都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
危害，也對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推進“一國兩
制”構成了巨大威脅。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刻不容
緩，勢在必行。

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港正當權益
他強調，全國人大這一決定，針對的是極

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影響香港的
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
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大家對香
港的未來，應更加充滿信心，而不必過於擔
心。在決定通過之後，將啟動立法程序，這將
使香港有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更加穩定的社
會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營商環境，有利於
維護“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有利於維護香
港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相信所有希
望香港長治久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各
界朋友都會對此予以理解和支持。

王毅：立港區國安法無損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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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 )“香
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發起聯
署行動，在網上及街站收集市民簽
名，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

召集人之一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表示，香港一直未能完成基本法二十
三條立法，致出現法例漏洞及真空。
相信中央將國安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以在香港實施，是有針對性和審慎
的決定，有助避免香港成為反華基

地。
她指出，“陣線”目前有13名召

集人、2,053名發起人及787個支持團
體參與，除在各區設置街站外，“陣
線”亦設網上簽名平台（https://
www.signforhk2020.com）。截至 24
日晚 12 時， 1,012 個街站收集到
380,191個市民簽名，同時有128,110
個市民參與網上簽名，合共收集到
508,301個簽名。

逾五十萬港人聯署撐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
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在港九
新界各區設立街站收集市民簽名，24
日一早，許多市民就來到街站，踴躍
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他們在簽名後
接受訪問時都表示，希望這一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在港落實後，能對香港
及廣大市民提供更大的保障。

仁濟醫院前主席王賢訊表示，他

去年看到很多暴力事件在街頭出現，
但最令他心痛的是煽暴派還將針對慈
善團體攬炒，煽動其他人不要支持該
團體。他相信國安立法會令市民感到
安全、安居樂業，並樹立榜樣。香港
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名譽副會長金鈴
表示，國安法對愛香港和守法的市民
來說，完全不會有任何負面影響，反
而是更大的安全保障。

市民盼安居立法心更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24日在網誌指出，
警方過去一年破獲十多宗涉及爆炸品
及危險品案件，認為有跡象顯示本土
恐怖主義正在香港滋生，香港特區政
府不排除會提升恐襲威脅的級別，並
強調訂立港區國安法就是要保障香港
居民的生命財產，確保香港長遠繁榮
穩定，故對全國人大的草案表示全力
支持，並會帶領各紀律部隊全面履行
應有職責，竭力維護國家安全。

李家超指出，有關原料、炸藥和
危險品常用於外國恐襲事件，香港的
暴徒擬採用的襲擊方法與外國恐襲手
法相似。

他強調，特區政府正密切審視情
況，不排除提升恐襲威脅級別，一旦
發生恐襲或升級威脅級別，警方很可
能要封鎖高風險地點、作高姿態巡
邏、搜查隨身物品和在公眾地方作安

全檢查，巿民須配合行動，保障自身
及社會安全。同時，特區政府已要求
其他紀律部隊及有關部門提升內部準
備，加強情報蒐集，檢視反恐應變計
劃，尤其針對公共交通設施、出入境
口岸等，並透過演習加強反恐合作及
公眾教育。

恐怖主義滋生港研升恐襲級別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24日在
網誌強調，質疑中央不能為香港立
國安法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國
家安全從來也不是香港特區的自治
範圍，屬於中央事權，而當國家領
土完整面臨威脅、分裂或顛覆，同
時欠缺法例可妥善防範、制止及懲
處，中央有權向全國人大建議作出
決定，制定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全國
性法律。

她指出，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訂
明“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
區”及“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
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
法律規定”；憲法第六十二條
（二）、（十四）和（十六）則訂明
全國人大行使下列職權：“監督憲法
的實施”、“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
及其制度”，以及“應當由最高國家
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上述條
文清晰說明全國人大有權就香港特區
作出決定，確保憲法適當實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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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正當全港社會各界發聲支持人大審議
港區國安法之際，攬炒派24日在港
島發起非法集會，堵路、縱火及打砸
交通燈和店舖。一眾黑暴分子更是恐
嚇市民，以殘酷私刑手段圖令市民
“噤聲”。律師陳子遷在銅鑼灣阻止
暴徒堵路時，慘遭多名黑衣暴徒以雨
傘、路牌及拳腳狂毆，頓成“血
人”。警方全日鐵腕執法，快速追擊
違法暴徒，發射催淚彈和出動水炮車
應對。至晚上10時，至少180名暴徒
被捕。

警方24日上午9時開始在港九佈
防，水炮車及銳武裝甲車在港島區及
中聯辦外戒備，並在過海隧道設路障
及巡查港鐵車廂，防止黑暴帶武器混
入非法集會。中午開始，大批暴徒在
銅鑼灣及灣仔一帶進行違法暴力活
動，包括在軒尼詩道、怡和街、菲林
明道及駱克道街市對出用垃圾桶、鐵
欄、雪糕筒和路牌等雜物快閃堵路，
巴士及電車等車輛受阻。

飛磚擊中警車 狂毆阻堵路市民
多名警務人員及持不同意見的市

民被暴徒以磚頭及雨傘等硬物襲擊，
另有一輛載有防暴警的警方七人車在
駛至軒尼詩道近天樂里時亦遭暴徒飛
磚擊爆司機位車窗，一名男警被碎片
濺傷嘴角流血，暴徒則趁亂逃去無
蹤。傍晚，有人在尖沙咀海港城商場
內集結及叫囂，涉嫌破壞社會安寧，
防暴警進入商場至少拘捕20人。

當日，41歲的陳子遷律師正前
往南華會打球，經銅鑼灣利園山道
時，遇見數十名暴徒以雜物堵路，他
上前阻止及與暴徒理論，結果被數名
暴徒奪走其高爾夫球棍，追毆他至保
良局正門。陳子遷負傷掙脫後沿禮頓
道逃走，但被暴徒追打不放，沿途用
傘柄多次猛擊陳後腦。陳一度不支抱
頭蹲到牆角，一名暴徒雙手持傘，向
陳頭部猛擊十餘下。陳滿臉披血，

頭、手及背均受傷，之後報警送院治理。案件
已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緝拿兇徒。

港府：暴行印證國安立法必要迫切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對暴徒及“港獨”分

子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並支持警方果斷採取
執法行動，並強調全國人大會議正審議有關建
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的決定，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安
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從而更好地保障香港
廣大市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當日在銅鑼灣及
灣仔一帶的暴行，顯示“港獨”和“黑暴”分
子仍然猖獗，印證了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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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消
息公佈後，得到了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理解和支
持。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中央為了維護香港廣大
市民最根本利益、確保香港回歸正常的負責任之
舉。

去年“修例風波”以來，“港獨”組織和本
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暴力亂港行徑，令香港陷入了
無盡的噩夢。市面凋敝、民生艱難，越來越多的
市民陷入生計困頓。而以美國為首的境外勢力及
政治組織，藉機煽風點火、趁火打劫，與香港反
對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明目張膽地組織策劃
顛覆行動。其目的在於發動港版“顏色革命”，
實施分裂國家，進而遏制中國的發展。

國家出手決定出台“港版國安法”，是維
護“一國兩制”的有力舉措，是對香港同胞福
祉的最大關愛，也是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堅強
保證。“港版國安法”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
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
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天香港的一
切前提，都需要在“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真
正落實的基礎上來開展。依法懲治“港獨”
“黑暴”，反對外來干涉，就是為了保護絕大
多數港人的利益、開啟香港再出發的新征程。
我們決不能讓香港繼續成為暴力亂港的犧牲
品。只有依法止暴制亂、嚴懲少數害群之馬，
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香港才有未來！

懲治“港獨”“黑暴”
保護絕大多數

◀◀ ▲▲律師陳子遷遭黑衣律師陳子遷遭黑衣
暴徒圍毆暴徒圍毆。。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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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之聲熱評

■ 銅鑼灣 IT時裝店24日被黑暴“裝
修”破壞。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