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安立法利國利港利民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今日開幕的全國

人大會議議程中，包括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的決定》，通過後將在香港實施。國家出
手維護香港的國家安全，天經地義，意義深遠。
這部被稱為 「港版」 國安法的法律，將挫敗反中
亂港勢力的 「顏色革命」 圖謀，保護大多數市民
的福祉，為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保駕護航，
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全國人大發言人張業遂昨晚公布了這一重大
消息。他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包括香港人在內
的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香港是中國領
土的一部分，而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全國人大根據新的形勢及需要，行使憲法賦予的
職權，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
系是完全必要的。

建立香港的國安機制，本來就是香港的憲制
責任。基本法二十三條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
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國家政權
等七種罪行。但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反對派的
瘋狂反對，致使香港回歸即將二十三年，二十三

條本地立法一直束之高閣。國安立法的缺位，為
香港不法分子勾連外部勢力破壞 「一國兩制」 提
供可乘之機，對社會的危害有目共睹。

去年六月以來，修例風波演變為黑色暴亂，
更是將香港的國安漏洞暴露無遺。大批黑衣暴徒
打砸搶燒，瘋狂破壞公私設施，無辜市民被血腥
圍毆，有人遭到火燒，有人更被磚頭活活打死。
警方破獲不少真槍實彈及製造炸彈案，顯示黑暴
已漸漸走向恐怖主義。最近，新冠疫情剛剛緩解
，黑暴勢力又捲土重來，無休無止的 「政治攬炒
」 、 「經濟攬炒」 、 「暴力攬炒」 ，不僅令香港
成為國安的巨大隱患，且使香港人失去免於恐懼
的自由以及工作、學習、旅行乃至生存的權利。

反對派自恃有外部勢力撐腰，就可以為所欲
為，包括阻止二十三條立法，但事實證明這不過
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負
有最大和最終責任，全國人大果斷出手為香港國
安立法，這是 「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義。

國安立法是國際慣例，西方國家擁有最完善
的國安法。中國也不能例外，內地於一五年重新
修訂了國安法，澳門於○九年通過二十三條本地
立法。針對 「台獨」 分子蠢蠢欲動，中央亦一早

制訂 「反分裂國家法」 。獨有香港國安法缺位，
成為最突出的短板。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及國力增
強，外部環境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國際反華勢力
打 「香港牌」 阻撓中國發展屢見不鮮，這也是 「
港獨」 思潮氾濫、黑暴勢力猖狂的大背景。

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絕大多數香港人不願
看到家園被毀，不願意見到香港淪為顛覆國家的
基地。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刻不容
緩，勢在必行。好比遏制新冠病毒，需要研發疫
苗，而針對 「港獨」 、 「黑暴」 勢力等政治病毒
，國安法就是最好的疫苗，外部勢力將無法施其
技，警方打擊不法分子將有法可依，如此才能保
障香港人擁有的各種自由及權利不被侵犯。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 「一國兩制」 是前所未
有的事業，不可能一帆風順，碰到困難、挫折不
足為奇。這就好比唐僧的西天取經之路，有許多
妖魔鬼怪擋在途中，需要有孫悟空的保駕護航。
黑暴、 「港獨」 、 「攬炒」 勢力，就相當於 「一
國兩制」 偉大征程中的妖魔鬼怪，而建立健全國
安制度，就等於有了孫悟空的貼身保護。

就香港營商環境來看，有了國安立法等於有
了定海神針，商家可以安心經營，投資者可以安

心投資，市民可以安心工作與生活，旅客可以安
心來港休閒消費，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只會
得到加強而不會削弱。

香港回歸以來各方面都有長足發展，但也累
積了不少問題，房屋、安老、教育、青年人上升
機會等問題相當突出，深層次矛盾不斷激化。特
區政府需要重新聚焦於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穩
定的社會環境是大前提，國安立法必不可少。

反對派瘋狂反對國安立法，作最後的掙扎，
這是其本性使然。事實上，國安立法對他們而言
不僅是 「洪水猛獸」 ，更是一柄懸在頭上的達摩
克利斯之劍，讓他們惶恐萬狀。唯對絕大多數香
港市民而言，國安立法是保護神，可以震懾一小
撮亂港勢力及暴力分子，保障 「一國兩制」 不走
樣、不變形，保障 「馬照跑舞照跳」 的固有生活
方式不變。

未來的一段日子香港不會平靜，因為這是決
戰的時刻。但有中央堅定不移維護香港國家安全
，有特區政府堅守法治，有警隊英勇執法，一切
困難都能克服。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
無晴」 。香港從此有了國安立法這柄國之利器，
將戰勝一切挑戰，迎接新的輝煌。

社 評

政協委員：懲治極少數 保護大多數
確保市民合法權益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
長蔡冠深指出，香港回歸已23年，國家
安全立法刻不容緩，國家主權和安全不
容威脅，沒有任何妥協餘地，維護國家
安全亦是香港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關
乎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他強調，國家
安全立法針對顛覆國家等嚴重罪行，完
全不會影響港資以至任何外資在港營商
，更不會影響市民的人權和言論自由。
「何況，針對國家安全的立法是美、英

、加、法等許多國家的通例。」 蔡冠深
表示，國家安全是發展的基礎條件，社
會安寧是人民安居樂業的保障，香港不
能再繼續亂下去，他完全支持中央推動
國家安全立法工作，讓香港同胞與內地
同胞一起構建國家安全的防線。

市民生活絕不受影響
全國政協委員、公營廣播關注組召

集人彭長緯認為，黑暴侵襲香港多時，
出現私刑傷人、毀爛商舖、破壞公共設
施及交通工具、勾結外國反華勢力、藉
攻擊及顛覆政府奪權、搞 「港獨」 等嚴
重破壞社會的行徑，反映香港的國家安
全立法工作很迫切。他強調，這項工作
絕非針對市民，大眾日常生活不會受影
響，但市民須認清，只有維護好國家安
全，才能確保香港繼續落實好 「一國兩

制」 ，從而保障市民的人權、自由。彭
長緯批評，反對派一直公然挑戰中央政
府，企圖迫使 「一國兩制」 變成 「一國
一制」 ，從而製造所謂 「中央反悔」 的
假象，但中央實行 「一國兩制」 的決心
堅定不移、真心希望香港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及市民安居樂業。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副會長馬浩文表示，非常支持中
央推動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工作，因為
過去香港暴亂持續，滋事分子及反對派
政客鼓吹逼迫中央出手，甚至出動解放
軍，這些行徑根本是挑戰國家主權、顛
覆國家政權、搶奪特區管治權。他認為
，一直以來中央都盡量容忍克制，目的
就是希望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現在以立
法形式推動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同樣是
文明、穩妥的做法。

港應設專責部門執行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表示，

支持中央推動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工作
。他指出，香港一直未能按基本法第23
條的規定，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但
現時這項工作具迫切性，中央推動是最
好的解決方法。他又認為，要執行有關
法律，香港應成立專責部門，有關人員
要接受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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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今天開幕，議程包括審議全國人大
常委會關於提請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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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認為，香港最近一年來出現黑暴肆虐、
外力干預、顛覆奪權及策動 「港獨」 等行徑，令國家安全立法刻

不容緩，中央推動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是要懲治極少
數危害國家的亂港分子，保護大多數市民的合法權益。

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馮瀚林、馬靜

▲黑暴堵路縱火、破壞公共設施、勾結外國反華勢力、藉攻擊及顛覆政府奪權、搞
「港獨」 等嚴重破壞社會的行徑，反映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工作很迫切 資料圖片

民建聯：議案與基本法第23條沒矛盾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今日

開幕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
次會議將審議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草案）的議案。

本港多個建制政黨認為，建立健全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是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的有力法律保障，是及時堵塞國
家安全漏洞的做法，亦是全國人大的權
責所在。全國人大就國家安全在香港的
實施進行立法，與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並不矛盾，也不減損香港特區在該條下
的憲制責任。

民建聯表示，近年 「港獨」 有愈演
愈烈的趨勢，破壞香港社會安全及法治
的違法暴力活動也極為猖獗，有政客更
公然尋求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和香港
事務，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
全國人大的做法是必要的，亦符合國家
和香港社會根本利益。

工聯會：反映國家愛護香港
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仍然需要按

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盡快落實相關的
立法要求，令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體系更為全面和完善。

工聯會指出，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是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有
力法律保障，是及時堵塞國家安全漏洞
的做法，這也是全國人大的權責所在。
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例，全國人大就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進行立法，也有充分
的憲法和基本法法律依據。

工聯會表示，這項維護國家安全的
立法有極其強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可
堵塞現存的特區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漏
洞。 「立法可表明全國人民和中央政府
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意志，也反映了
國家對香港的愛護！」

【大公報訊】21日晚，十三屆全國
人大三次會議議程公布，會議將審議《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決定（草案）》議
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
，這一行動意在向外界釋放明確信號：
中國政府在捍衛主權和國家安全等基本
利益和原則時， 「將不惜一切代價」 。

劉兆佳指出，在近一年來巨大的內
外壓力下，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能力被不
斷削弱，中央對特區政府在短時間內進
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已失去信心。 「香
港立法會內程序冗長且衝突眾多，且即

使成功立法，該法律的有效性和力度也
不可期。」 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中
央專門制定針對香港的全國性法律並放
在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實施，意在通過果
斷、強力的手段平息香港動亂，這充分
顯示出，為保護國家對港主權、防範特
區管治權落入敵對勢力手中。

有助扭轉香港局面
劉兆佳指出，這部法例的通過勢必

將在港內激起部分激烈的反彈，不排除
一部分人採取極端的 「抗爭」 手段；但
另一方面，中央借此展現出的決心和意

志也會改變一部分反對派的心理預期，
未必不利於香港局面的扭轉。

劉兆佳同時認為， 「港版國安法」
通過後，美國借《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對中國發難的可能性也不小。但他提
示稱，去年美國通過該法案，本質上也
是一種對中國到底有多大勇氣的 「試探
性威脅」 。 「現在中國恰恰是以香港問
題為例，向美國釋放出明確信息：在涉
及國家主權和政權安全的問題上，中國
決不可能讓步。這一強烈信號同樣是對
台灣當局和其他海外分裂勢力的一種嚴
肅警告」 。

劉兆佳：捍衛主權 中央不惜一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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