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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纵观全球，人们有这样一个普遍共识：国家越
安全，社会越安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越能得到
保障。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
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
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这部法律的实施，为“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强大支撑，不仅将有力推动香
港重回正轨、重新出发，也将成为香港居民权利和
自由的坚实保障。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
园！”去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人们对这句话
深有体会。在反中乱港势力的策划和怂恿下，香港
街头“黑暴”横行、“揽炒”成风，激进暴力分子当街
纵火、四处投掷汽油弹和燃烧弹，暴力对抗警方执
法，袭击、禁锢、围殴警察和平民，私藏枪械和弹药，
放置爆炸装置，甚至进行炭疽恐吓，制造恐怖主义
事件……当起码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当正
常的生活生计都受到威胁，谈何安居乐业，谈何权
利自由？如今，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煽动“黑
暴”、策划“揽炒”的人，正是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
最大敌人。

一段时间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利用香港在国家
安全领域的“不设防”，大肆从事破坏“一国两制”活
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居民权
利和自由相对立，刻意污名化、妖魔化香港基本法第
23条立法，以方便他们进行各种分裂、颠覆、渗透、
破坏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针对的正是极少数严重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这就是法律规定的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
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罪行。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
这些行为和活动，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
稳定，更好地保障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更好地保障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
原则，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颁布实施后，香港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
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
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香港作为国际化
大都市，香港居民和法人与其他国家、地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等有着密切往来
和联系，这些正常的交往活动依法受到保护，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毋庸讳言，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香港一些居民对国家的了解
和信任问题，特别是对内地法治状况的了解和信任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40多年的努力，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正所谓“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中国内地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本身就是中国良好法治
状况的体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内地与香港相差不大，国家安全机构在内
地办案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并有严格的程序限制，怎么可能到了香港反而
变得无拘无束？近年来，不少长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以各种方式
谈及，中国是世界上最能给人安全感的国家，就是最好的明证。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且享有比港英时期
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如今，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个“守护神”，香港居民必将更充分地享有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更安全、更稳定、更和谐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工作、
创业。清除了戾气和恐惧、恢复了安宁与祥和的香港，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
天、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记者丁
梓懿） 香港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继续
积极发声支持香港国安法，认为该法是
香港由乱入治的重大转折点，得到大多
数香港市民拥护和支持，必将为社会长
治久安打开全新局面，实现民心安稳、经
济复苏。

7月1日是香港回归23周年，又逢
香港国安法实施，《大公报》社评说，这
标志香港进入新时代。时间将证明，香
港国安法是香港由乱入治的转折点，是
香港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重
要里程碑。

香港《文汇报》社评表示，香港国安
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高悬法治
利剑，有助于重塑管治、改善社会治理，
扭转和消除困扰特区政府施政的各种乱
象，为下一代打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社会
环境，让“一国两制”实践后继有人。

《香港商报》发表时评指出，香港国安
法的实施填补了香港回归23年来在维护

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令今年回归日
别具意义。市民纷纷表示，看到香港经历
了一年多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暴乱，觉得无
比痛心，又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现在
有了国安法保障，感到“很安心”。

《星岛日报》社论认为，中央这次立
法犹如下“标靶药”，准确针对病灶，相信
可逐步起到拨乱反正的“药效”。如果反
对派以为仍可利用形势撼动中央和特区
政府，终将走入死胡同。

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
间愈大。香港各界人士认为，香港国安法
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稳固
基石，也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
重要里程碑，必将为香港社会长治久安
打开全新局面，让民心安稳、经济复苏。

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表示，香港国安
法颁布实施标志着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进入新阶段：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轴，打
破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外部势力企图把香

港变成反华反共桥头堡的图谋，解决香港
主要矛盾；香港保持稳定社会环境，着力
解决经济民生等方面深层次问题。

中银国际副董事长、香港两岸和平
发展联合总会会长林广兆说，香港国安
法的制定是中央政府送给香港的一份

“回归纪念日礼物”。相关法律可以起到
拨乱反正、止暴制乱的作用，同时保障香
港繁荣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对捍卫“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意义重大。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伦律师事务
所高级法律顾问陈清霞指出，此次立法
程序、实施路径和执行方式是中央依法
对香港实施有效管治的体现，对于坚持
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起到重要作
用，可完善健全依法治港的制度体系，切
实保障港人享有的合法权益。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认为，中央此
次制定香港国安法，以守护香港市民根本
利益、守护香港繁荣稳定为出发点，顶住

国际压力和反对派的蓄意抹黑，决心坚定
不移。香港国安法必将为香港创造一个更
加安全稳定、和谐便利的社会环境，受益
的将是每一个香港市民，外国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同样得到法律支撑和保障。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家纯表
示，立法有利于香港建构更平和的营商
环境，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在国家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后，期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能集中精
力，解决香港经济民生方面存在的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

香港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认为，过去
一年香港经历社会动乱，严重打击商界投
资意愿，相信香港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稳
定繁荣更有保障，会吸引更多投资者。

香港自由党也表示，香港国安法的
实施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切实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香港繁荣
稳定，同时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势力
产生震慑作用。

为社会长治久安打开全新稳定局面
——香港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积极支持香港国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二章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作出规
定，明确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创设备受
各界关注，成为有关香港国安法的舆论
热点之一。

其一，为什么要设立香港国安委？
长期以来，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

机构设置、力量配备、执法权力配置等方
面不健全不完善，存在明显缺失和短板，
导致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处于“不设防”状
态。可以说，香港是世界范围内维护国家
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最不健全、维
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最薄弱的地区之
一。依据香港国安法设立香港国安委，无
疑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重要必要之举。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由行政长官
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
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

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法律专家指出，这是
香港特区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
政区域的法律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国家安
全事务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所决定的。同
时，这也充分体现香港国安法四大特点之
一，即最大程度信任、依靠特别行政区。

其二，香港国安委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国安委的职责

包括：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推进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建设；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专家认为，
相关制度安排有利于更好统筹香港特区
的管治资源，发挥香港特区行政主导的体
制优势，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的行为和活动。

其三，香港国安委的决定为何不接
受司法复核？

依据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国安委

工作信息不予公开，其决定不接受司法
复核。对此，法律专家分析指出，香港国
安委负责处理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国家安
全事务，而国家安全事务性质上与国防、
外交等一样，属中央事权。对于属中央事
权的事务，香港特区无权决定向社会公
开，也无主动或应要求向社会公开的责
任和义务。同时，香港国安委工作中不可
避免会掌握大量国家秘密信息，作出的
决定很多也涉及国家秘密事项，若对外
公开可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损害香港社会根本利益。

从香港国安委的工作属性看，其决
定显然不适宜接受司法复核。专家认为，
这一规定合法合情合理，主要有四方面
原因。一是香港国安委信息不公开，法院
无从判断有关决定是否合法、合理及符
合正常程序，不具备司法复核的基础条
件。二是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特区
政府有时须根据中央政府的指令、命令
履行职责。特区法院作为地方行政区域

的司法机构，无权对中央发出的有关指
令、命令等进行司法复核。三是国家安全
形势、政策、制度机制建设和重大行动专
业性极强，判断有关决定是否合理，需掌
握的信息超越特区层面的认知，香港法
院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四是香港特区国
家安全形势纷繁复杂，有关政策决定需
及时因应形势变化，追求时效，如接受司
法复核，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法律专家强调，香港国安委的决定
不受司法复核，不等于其行为不受监督
和制约。专家指出，根据香港国安法规
定，中央政府作为授权主体，有权监督和
问责香港国安委工作。中央政府将会严
格行使监督权，确保香港国安委依法履
职，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维护
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香港国安委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
——香港国安法热点透视之一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记者周
文其 郜婕 苏万明） 香港法律界知
名团体及人士2日表示，香港国安法法
律条文清晰规范，充分兼顾内地与香港
法律制度的差异，不会损害香港现有的
法律制度。该法律只针对极少数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只有依法严惩犯罪
分子，才能有效保障广大市民合法权利
和自由，推动香港更好地再出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委员黄玉山表示，“修例风波”以来，受

“黑暴”“揽炒”冲击，香港社会出现动荡，
国家安全受损。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将
令香港尽快重回正轨，推动“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

就法律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
信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
会副主任谭惠珠说，根据香港国安法，由
香港特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

责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
家安全的主要责任。驻港国家安全公署
是针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
使管辖权。这些规定均表明，中央信任
特区能够担负起相应的宪制责任。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韵僖指出，在世
界上许多国家，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通
常由中央或联邦机构所管辖、执行、惩
治。而根据香港国安法，有关执法、检控
工作主要由特区政府警务处、律政司分
别负责。案件主要也是交由香港法院进
行审理。这体现出中央政府对香港法律
制度的信心和尊重。

大家一致表示，香港国安法充分兼
顾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的差异，不会损
害香港现有的法律制度。香港特区立法
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强
调，这部法律既考虑到维护国家安全的
需要，也考虑到香港独特情况，特别是在

法律制度方面已经充分做出调整，完全
照顾了香港的实际情况。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发表声明指
出，香港国安法立法过程规范严谨。全
国人大常委会收集了大量港人的意见，
充分考虑了香港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最
大程度兼顾了香港普通法的特点。

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合会会长陈
晓峰说，该法律坚持了刑法不具追溯力、
无罪推定、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等国际
通行的法治原则，做法合情合理、合宪合
法。相信该法律会有效确保公平、公正
地审理有关案件。

法律界知名团体及人士认为，香港
市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受到影
响。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在声明中表
示，香港国安法用清晰的语言写出有关
罪行的定义、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
任、刑罚规定、效力范围等，让市民对自

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了更清晰的预期。
只要不触碰法律的底线，广大市民可以
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
会会长陈曼琪指出，香港国安法是香港
的一大守护法和“定海神针”，它将促进
香港更好地发挥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
独特优势，令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民生
等各方面更为稳定，特区政府更能集中
力量解决深层次问题。她相信，未来香
港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港人安居乐业。

就做好香港国安法的落实工作，梁
美芬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应
当切实做好这部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工
作，令每位香港市民都知道香港特别行
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杜绝任何伤害国家利益、伤害人民感情、
伤害国家民族尊严和国家安全的活动在
香港出现。

香港法律界：

香港国安法不会损害市民合法权益及香港法律制度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6月30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
际舆论高度关注，纷纷表示支持中国通
过香港国安法，并认为此次立法必要且
及时，旨在为香港带来稳定。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认为，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旨在预防
和惩治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
怖活动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
安全等在香港的犯罪行为。报道援引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讲话内容表
示，此次立法是历史性的一步，对恢复香
港社会稳定是必要和及时的。

俄新社刊发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俄
罗斯梦与中国梦研究中心负责人塔夫罗

夫斯基的评论称，香港国安法不会影响香
港普通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权利，但会对那
些从事非法活动的人起作用。香港国安
法将终结某些人听从外国人员和外部势
力指令的在港活动，以及举着外国国旗游
行并要求外国干涉香港事务等行为。

韩联社报道称，中国制定香港国安
法并迅速予以实施，体现出中国要根除
反华势力的强烈意志。自去年6月份香
港出现示威活动，一些示威者喊着反华
口号，毁坏中国国旗。中国为了维护国
家安全，加快了香港国安法立法工作，剑
指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部势
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在港犯罪行为。

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称，不少专家警
告说，美国若全面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恐将自食其果。目前，有1300家美国企
业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莱特希泽曾表示，如果把香港和
中国大陆视为同等关税对象，美国将会受
到持续性负面影响。另外，在美国出口
中，对港出口所占比重不大。香港在中国
整体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与以前不同。
因此有分析认为，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对中国经济和香港的影响非常有限。

6月30日，塞内加尔塞内网刊登文
章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表示，国
家安全属中央事权。香港是一个享有高
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
人民政府。部分本地政客多次扬言要瘫
痪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更有部分乞求外

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甚至对香港实施
制裁。这些对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以及颠覆国家政权的风险，任何中央政
府都不能视而不见。这些行为已经触碰
了“一国”的红线，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保加利亚新闻网站《媒体汇》6月30
日报道说，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该
法律以162票获得一致通过。北京和香
港官方一再表示，该法律是只针对少数

“骚乱者”的，绝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权
利和自由，或损害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制定这项法律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与外来势力勾结破坏国家安
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是稳定与繁荣的基石
——国际舆论纷纷表示支持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

本报记者 李遥远 白云飞 宋 斌 田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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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香港市民在太平山顶广场唱国歌。当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3
周年、祝贺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香港市民在全港发起唱国歌、庆回归活动。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新闻处2日发布消息，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已
于当日下午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的提名，国务院2020年7月2
日决定：任命陈国基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对于陈国基的任命，林郑月娥表
示，陈国基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在领导办公室的工作中表现出色，深
信陈国基有能力兼任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领导
秘书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责。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
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
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
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
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保安
局局长、警务处处长、警务处维护国家
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入境事务处处长、
海关关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

香港国安法已于2020年6月30
日在香港特区刊宪公布并生效实施。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陈国基宣誓就任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国务
院2020年7月2日决定：任命区嘉
宏为入境事务处处长。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入境事务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