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證香港國安法準確實施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
長吳秋北表示，香港國安法與 「一
國兩制」 相輔相成，香港在國家安
全上的屏障越牢固，香港便越有信
心和條件對全世界開放，香港與世
界各國各地的交流合作才會更廣泛
和緊密。大家必須要正確認識和理
解這種關係，才能讓香港變得更繁
榮穩定。近期，因應黎智英案件，
英國政界方面又再搞諸多小動作。
這印證了香港必須時刻警惕外部勢
力的意圖，避免外部勢力與反中亂
港分子勾結，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
國的橋頭堡。

國安法實施速止暴制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

主席陳勇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前
後形成鮮明對比，實施前香港街頭
打砸搶燒亂象叢生，法治社會被黑
暴分子弄得烏煙瘴氣，而香港國安
法的實施迅速止暴制亂，還香港一
片風清氣正。在香港國安法的保駕
護航下，香港實現由亂到治並走向
由治及興。隨着疫情減退，未來香
港與內地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將
頻繁往來，拉近兩地人民的心。面
對反中亂港的外部分裂勢力，香港
決不能掉以輕心，要築好守護國家
安全的壁壘，切實有效地負起憲法
與基本法賦予的憲制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珠海
社團總會會長鄺美雲表示，維護國
家安全是我們作為公民的最基本的
責任，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為香
港社會的穩定發展清除了障礙，提
供了強而有力的保護，香港社會對
國安法越來越接受和擁護，只有國
家安全了，香港的繁榮穩定才有保
障。

獲民眾廣泛擁護的法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

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多以來，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機制不斷
完善，香港社會也恢復了良好秩
序，特區治理呈現出良政善治的嶄
新氣象。實踐證明，實施香港國安
法完全符合香港實際，成功使香港
實現了由亂及治、由治及興，是得
到民眾廣泛擁護的法律。

第十四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當
選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
事長兼秘書長朱立威表示，香港國
安法令香港社會對 「一國兩制」 的
信心倍增，正如夏寶龍所說要深刻
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意圖和初
衷，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全面、準
確、不折不扣的執行，使 「一國兩
制」 的實踐更加穩定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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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實施得越好 港越穩定安全
人大代表：警惕外部勢力 築好守護壁壘

政協委員：推廣好國安教育 就是守護好家園
【大公報訊】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表

示，香港國安法立法的初衷就是為了維
護國家安全、捍衛 「一國兩制」 ，為香
港好、為廣大香港居民好。香港國安法
實施得越好，香港社會就越穩定、越安
全。特區政府亦要擔起主體責任，將國
安工作做好、做到位，香港社會各界亦
要當上國安的參與者、推動者，將維護
國安的精神在社會傳播開去。

致辭體現中央對港重視關懷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榮譽主席吳良好表示，夏寶龍在致辭中
從多個方面回顧了國安法制定實施後的
良好轉變，並就香港特區全面準確實施
國安法提出五點要求，為香港社會各界
守護國安防線、築牢國安屏障指路引
航。特區政府要擔起主體責任，將國安
工作做好、做到位，香港社會各界亦要

當上維護國安的參與者、推動者，將維
護國安的精神在社會傳播開去。只要社
會各界共同承擔維護國安的責任和義
務，香港必定能夠長期維持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長蔡冠深指出，國家安全是頭等大
事，夏寶龍的致辭充分體現了中央對
香港的高度重視和關懷，亦對特區政
府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尊重。香港國安
法頒布實施以來，引領香港邁向由亂
到治，是「一國兩制」實踐發展的重要
里程碑。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維護國安
人人有責，特區政府整個管治架構都要
肩負維護國安的責任，全社會維護國安
的意識亦要持續增強，各界攜手合力，
全方位築牢維護國安的銅牆鐵壁。他認
為，維護國安的信息應在全社會積極推
廣、宣傳、教育，讓社會每一分子都充
分了解到國家安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清醒認識到共同維護好國安就是守

護好自己的家園。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會長鄧清河表示，相信在中央的堅定支
持和無比關愛，加上香港各界的通力合
作下，香港國安法會充分發揮保駕護航
的作用，香港定必繼續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 「一國兩制」 實踐定必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會長李文俊表示，國安法中央主導，特
區主責，既要維護中央權力，亦要保障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只有這樣，才能
把路走對了走穩了，否則就會左腳穿着
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維護國家安
全是義務也是需要，這是保障市民的必
要條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惠州社團聯合
總會主席黃少康表示，香港國安法奠定
了香港由亂及治的堅實基礎，它的實施
既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更確保了香港社會重回正軌、法治
正義得以伸張。那些反中亂港分子和境
外黑手勢力在香港滋事生非興風作浪的
日子不復返了，香港安居樂業潛心發展

的良好環境已回來。

法律界：立法機構應主動完善本地法例
【大公報訊】本港多位法律界人士

表示，夏寶龍主任的致辭充分體現了中
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和關懷，亦是對特
區政府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尊重。特區政
府應當積極宣傳和做好教育工作，增強
社會大眾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會議為特區前路清除誤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周浩鼎

指出，夏寶龍主任的致辭，為香港準確貫

徹落實執行香港國安法，提供了更清晰的
方向。普通法運作不應妨礙維護國家安
全。理解國安法不應單純從普通法角度理
解，應結合到國安法乃全國性法律的憲制
性屬性去理解。他形容今次會議意義重
大，特別為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維
護國家主權及國家發展利益道路上，清除
誤區，釐清思路，達到正本清源效果。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容
海恩表示，夏主任的致辭表明了香港國

安法給予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權
力，規範了特區政府在執行香港國安法
時遇到的實際問題和方式，指明了香港
國安法所走的道路和執行的方向，重申
社會各界的責任和義務所在。社會各界
應尊重香港國安法和是次人大決定，共
同維護國家安全。此外，特區政府日後
仍應當積極宣傳和做好教育工作，增強
社會大眾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港區廣東省政協委員、大律師吳英

鵬表示，香港的法律體系是中國法律體
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從國家憲制
層面正確認識國安法的權威地位，特別
是國安法對香港本地法律的凌駕性。國
安法對本地法例的凌駕性不僅要體現在
司法過程中，當本地法例與國安法不一
致時法院應優先適用國安法條文，還應
體現在立法層面，當本地法例與國安法
不一致或無法配套適用時，立法機構應
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例，使之與國安

法相協調，形成和諧統一的法律制度。
全國青聯委員、執業律師譚雪欣認

為，夏主任的致辭使我們更明白中央維護
國家安全的決心，了解中央是全心全意為
香港好。正如夏主任所言，全國人大常委
會釋法是為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
實際問題，清晰規範了特區層面解決問題
的方式和路徑，香港特區國安委有權就具
體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並接受
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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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認為，香港須積極推廣
國家安全教育，讓社會每一分子都認識
到共同維護國安就是守護好自己家園。

▲香港國安法得到市民廣泛的支持。

「保證香港國安法準確實施」 專題研討會昨
日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出席研討會並致辭，指出在 「一國兩
制」 之下，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中央主導和
特區主責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夏寶龍主任表
示，特區國安委要充分履行法定職責、正確行使
法定職權；特區應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律，使
之與國安法實現有機統一；而維護國家安全不只
是特區國安委的工作，特區整個管治架構和社
會各界都有責任支持配合。香港社會要深刻思考
夏寶龍主任的致辭，不斷檢視完善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制度和機制，全面準確實施國安法。

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是香港回歸以來 「一
國兩制」 實踐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事實雄辯地說
明，香港國安法護國安、保家安、得民心，已成
為香港繁榮穩定的 「守護神」 。正因如此，全面
準確落實國安法、深刻領會國安法的立法要旨和
原意，更顯意義重大。夏寶龍主任從國安法的立
法初衷、針對的問題、執行機制的特點，以及特
區的憲制責任和義務四方面作出了深入闡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中提到國安法執行機
制的最大特點是 「雙執行機制」 。在中央執行層

面，對特區維護國安職責進行監督、指導、協調、
支持，並依法行使管轄權；在特區執行層面，依法
處理維護國安的具體事務，一般的國安案件均由
特區管轄。兩套執行機制職責分工案件管轄劃分
清晰，同時又形成互補、協作和配合關係，這充
分體現了中央對特區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尊重。

這一深刻闡述，進一步釐清了兩個層面執行
機制的運作關係，增強了港人的正確認識和對落
實好國安法的信心。事實上，去年底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國安法進行釋法，清晰規範了特區層面解
決問題的方式和路徑，將具體問題交給特區國安
委作出判斷和決定。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就是將處
理有關維護國安具體問題的權力和責任賦予香港
特區，人大釋法更清楚地闡明了這個原意。而這
也清晰說明了法律賦予特區維護國安的權力，同
時維護國家安全也是特區的憲制責任和義務。

香港國安法發揮出 「一法定香江」 的巨大作
用，但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仍然面臨嚴峻形勢和挑戰。香港要加倍珍惜
來之不易的局面，團結一致捍衛國家安全和香港
穩定。夏寶龍主任進一步就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
安法應處理好的五對重要關係作出闡述，包括：

處理好中央主導和特區主責的關係、香港國安法
和本地法律的關係、特區國安委與特區其他職能
機構的關係、專門機構與廣大市民的關係，以及
安全與發展的關係。

首先，在 「一國兩制」 之下，全面準確實施
香港國安法中央主導和特區主責相輔相成、缺一
不可，這完全符合 「一國兩制 」 、 「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是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
區高度自治權統一銜接的生動體現。當香港出現
國家安全問題時，中央當然要管；而特區理所當
然應當承擔起實施國安法的主體責任。特區國安
委應充分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正確行使自己的
法定職權，不斷推動國安法的落地落實。

其次，香港國安法具有凌駕性地位，當特區
本地法律規定與其不一致時，應當優先適用香港
國安法，特區應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律，使本
地法律與香港國安法實現有機統一。而特區國安
委與特區其他職能機構共同構成了特區層面的維
護國家安全體系。必須指出，維護國家安全不僅
是行政長官和特區國安委的責任，也是香港特區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以及法定機構、諮詢組織
等整個管治架構的責任，其他職能機構都應當配

合特區國安委的工作，尊重並執行特區國安委的
決定。

最後，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既要發揮專
門機構的作用，也要依靠廣大市民的共同參與。
國安才能家好、國安才能業旺，維護國家安全是
每一個人的 「必答題」 ，而不是 「選擇題」 。更
重要的是，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
障。開放發展必須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才可實
現、才可持續。只有築牢國家安全屏障，香港才
有信心和條件對全世界更加開放，以更高水準的
國家安全護航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和 「一國兩
制」 成功實踐。

夏寶龍主任的致辭，深刻闡明了國安法的立
法要旨和原意，深刻闡明了全面準確實施國安法
應處理好的重要關係，這對香港特區下一步推進
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當
前，香港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只要堅定維護
好國家安全，有偉大祖國作堅強後盾，有香港國
安法的保駕護航，有全體港人的團結奮鬥，在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香港必將大有可
為、風光無限， 「一國兩制」 實踐必將越走越
穩、越走越好。

中央主導特區主責 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