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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時評：香港國安法需強有力執行機制

得道多助 逾70國撐香港國安法

【大公報訊】3日，新華社發表題
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權威性需強
有力執行機制作保障》的時評，文章提
到，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
威也在於實施。日前審議通過並公布實
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對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作出系統
全面的規定。嚴格貫徹落實法律規定、
建立強有力的執行機制，是這部法律彰
顯權威和有效實施的重要保障，關係到
國家安全能否得到切實維護，關係到香
港能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關係到 「一
國兩制」 事業能否行穩致遠。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
行。」 一部法律若沒有強有力的執行機
制，得不到有效落實，最終必淪為一紙
空文。香港回歸23年來，基本法第23
條立法一直沒有完成，香港原有相關法
律長期 「休眠」 ，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
安全的機構設置、力量配備、權力配置
等方面不完善、不健全，存在明顯缺失
和短板。這些問題導致香港在維護國家
安全方面處於 「不設防」 狀態，讓內外
破壞性力量有機可乘。

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得不到懲治，

國家安全就無法得到切實維護。這部立
足當下、着眼長遠的法律，明確規定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
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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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國家安全罪四類罪行和處罰，案件
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
構等內容，建立起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其
中，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和特區有關機構
按照香港國安法規定的職責開展工作，
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執行機制，共同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
憲制責任。

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中央負有
最大和最終的責任，理當保留一切必要
的權力。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公署具有在港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的權力。同時，香港特區依法
設置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僅在決策
層面建立權威、科學的決策機構，負責
研判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制定維護
國家安全政策，推進相關工作，還將在
執行層面充分發揮好本地的執法、檢控
、司法機構作用，設立專門部門，配備

專門力量，指定專門人員，處理國家安
全方面的事務，辦理相關案件。中央政
府在香港特區設立的維護國家安全機構
與香港特區有關機構共同構成了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的力量體系，是香港國安法
強有力執行機制的重要體現，也是確保
法律執行到位的重要保證。

中央政府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
的機構，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必不可少
的關鍵環節，但不會取代香港特區有關
機構，不會影響香港特區對自身管轄案
件享有的執法權、檢控權、獨立的司法
權和終審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兩個執法司法主體依照各自法律開展執
法和司法活動，各自形成一個閉環，職
責分工和案件管轄劃分清晰，又形成一
定的互補、協作、配合關係。

在強有力的執行機制保障下，香港
國安法定能發揮實效，有效防範、制止
、懲治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切實保護大多數市民合法權利和自由，
有力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法
治秩序，為香港創造安定的社會環境、
維護良好的營商環境，從而保持香港長
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大公報訊】繼6月30日古巴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代表53國
發言歡迎中國立法機關通過香港國安法後，又有20多國代表分
別於7月1日和2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支持中國香港特
區國家安全立法。俄羅斯表示，俄堅定支持中國在香港特區實
施 「一國兩制」 ，香港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公道自在人心，少數
西方國家藉此抹黑中國的企圖不會得逞。

俄羅斯聯國發言：香港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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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網民：香港未來更美好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香港

國安法6月30日在香港特區刊憲公布，
即日23時正式生效。不少國家的媒體
均將此列為7月1日的頭條新聞，不少網
民推特跟帖發表看法。

英國網民 「unicorn.Alone」 對香
港國安法的出台表示滿意，他表示： 「
我去年曾在香港生活，我體會到了從來
沒有體驗過的恐懼，暴亂分子光天化日
之下在馬路上縱火、傷人。」

印尼網民 「Daniel Ponidi Soegiarto
」 留言說，因為這次香港國安法的頒布
，香港終於有了更加美好的未來。

一位名叫 「Nigel」 的香港網民寫
道： 「我來自香港，我覺得中國政府恢
復了香港地區的自由。暴徒從去年開始
拖走了香港人民自由，這些人終將成為
歷史中的塵埃。讓我們一起早日恢復香
港本來的面貌，我期盼着能夠回歸到正
常的生活。」

強大制度保障 在港外企前景更光明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香港

美國商會近日發布聲明稱其仍將香港視
為全球商業大本營。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7
月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歡迎
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繼續
在香港運營發展。

趙立堅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
充分發揮自身依託內地、面向全球的獨
特優勢，其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地位更加鞏固，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
最開放、最繁榮、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
。在今年，美機構發布的經濟自由度指
數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

他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反中亂港
勢力頻頻在香港進行大規模違法犯罪暴
力活動，大肆打砸搶燒，嚴重破壞香港

社會秩序，嚴重損害香港居民的生命財
產安全，嚴重影響各國企業在港正常運
營。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將為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提供更加強大的制度保
障，將有利於維護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
繁榮穩定，有利於更好維護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的自由權利，有利於保障各國投
資者在港的合法權益。

「展望未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不
斷釋放強大的經濟活力，隨着香港同祖
國內地和世界各國聯繫合作更趨緊密，
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各國在港企業
必將迎來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 趙立
堅說。

各國力挺香港國安法

▲香港特區政府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
儀式慶祝回歸祖國23周年 中通社

俄羅斯：中國內政不容干涉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莫爾古洛夫2
日表示，通過香港國安法是中國
內政。俄方堅決反對外界干涉中
央政府和該國一個地區之間的關係
。有些人指責香港地區缺乏民主很
可笑。

巴基斯坦：堅定一個中國政策
•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3日表示，香
港國安立法完全是中國內政，巴方
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
政。巴方將一如既往堅定奉行一個
中國政策，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問
題上堅定與中方站在一起。

越南：尊重支持 「一國兩制」
•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氏秋姮2日表示
，越南尊重並支持中國 「一國兩制」
方針，尊重並支持香港基本法及相關
法律制度。香港問題是中國內政，越
南希望香港局勢恢復穩定並保持繁榮
發展。

委內瑞拉：捍衛香港和平穩定
•委內瑞拉1日發布政府公報指出，中
國全國人大制定香港國安法將 「有助
於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和平、穩定
、和諧與繁榮」 。委內瑞拉堅決支持
一個中國原則和 「一國兩制」 方針，
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

老撾：確保特區繁榮穩定
•老撾外交部日前發表聲明表示，老
方祝賀並堅定支持中方通過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法，相信該法的實施將
確保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大公報整理

綜合中新社、觀察者網報道：6月
30日，英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
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代表27國
發言，公然干涉中國內政，污衊中國人
大有關立法工作 「破壞 『一國兩制』 」
， 「明顯影響人權」 。在當天的會議上
，古巴代表53個國家作共同發言，支
持中國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古
巴表示，不干涉主權國家內部事務是《
聯合國憲章》重要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國家安全立法屬於國家立法權力
，這對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如此。這不
是人權問題，不應在人權理事會討論。

在7月1日和2日，再有20多國代表
在理事會上發言。俄羅斯表示，俄堅定
支持中國在香港特區實施 「一國兩制」
。老撾歡迎中國通過建立健全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來
保護國家安全；緬甸、柬埔寨表示國家
安全立法權力屬於一國主權，中國制定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有利於維護
國家安全、維護 「一國兩制」 ，希望香
港特區繼續保持和平、穩定、和諧、繁
榮，不受外國干涉。

反對藉口人權干涉中國內政
朝鮮、委內瑞拉、喀麥隆表示堅決

反對有關國家利用涉港、涉疆等問題干
涉中國內政；塞爾維亞、亞美尼亞、乍
得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支持中國維

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支持 「一國兩制」
；尼泊爾、吉爾吉斯斯坦強調香港事務
是中國內政。印尼、越南、巴林、蘇丹
、阿爾及利亞等表示，各國應遵守不干
涉內政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反對藉口
人權問題干涉內政的做法。

抹黑中國圖謀不會得逞
針對老撾、越南等國近期表態支持

香港國安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7月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公道自在
人心，少數西方國家藉此抹黑中國的企
圖不會得逞。

趙立堅表示，中方高度讚賞老方和
越方堅定支持中方通過和實施香港國安
法。近日，包括老撾、越南在內的70
餘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4屆會議
表態支持中方相關立法，敦促有關國家
立即停止利用涉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7月1日，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員在馬
鞍山曾璧山中學參加升旗禮 中通社

東盟：中方決定遠見卓識
•東盟秘書長林玉輝表示，東盟一貫
並將繼續堅定支持 「一國兩制」 ，
充分理解香港特區維護國安立法的
內在因素和極其必要性，讚賞中方
做出這一重要決定的遠見卓識，期
待香港盡早實現長治久安。

莫迪突訪邊境 中方：相互尊重是正道
【大公報訊】據環球網報道：據印

度媒體報道，當地時間7月3日，印度總
理莫迪突然訪問中印邊境拉達克（
Ladakh），視察並聽取了尼姆莫地區
（Nimmoo）印方高級軍官關於當地情
況的簡報。報道稱，印度國防參謀長比
平．拉瓦特和陸軍總司令納拉萬陪同莫
迪參加了此次視察活動。當天，莫迪還
與印方陸軍、空軍及邊界警察部隊進行
了交流。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日
回應，當前中印雙方正通過軍事和外交

渠道就緩和當前事態進行對話溝通。在
此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應採取可能導
致邊境局勢複雜化的舉動。

趙立堅說，中印兩國都是發展中大
國，加快實現自身發展振興才是我們各
自肩負的歷史使命。為此，雙方相互尊
重、相互支持是正道，符合兩國的長遠
利益。雙方相互猜忌、相互摩擦是邪路
，違背兩國人民的根本願望。他指出，
雙方應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
，共同維護兩國關係大局。印方不應對
中方有戰略誤判。

3日11時10分，長征四
號乙運載火箭在太原衛星發
射中心以 「一箭雙星」 的方
式將國產高分辨率多模綜合
成像衛星和 「西柏坡號」 青
少年科普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其中高分多模衛星能在
600多公里的太空 「看清」
地面上小汽車的擋風玻璃，
打破國際商業遙感衛星公司
對亞米級分辨率遙感圖像的
壟斷局面。 記者 周琳

國產高分衛星征空 升級亞米級遙感

維護國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