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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5
月22日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
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
的必要之举，是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充分体
现了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
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
体现了对香港整体利益和香
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
和最大关爱。

发言人表示，自非法“占
中”和“修例风波”以来，香港
反对派及本土激进分离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屡屡突破底线，
让“一国两制”实践面临严峻
挑战，令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一些人公然鼓吹“港独”，
叫嚣“武装建国”“广场立宪”

“为美国而战”，侮辱和焚烧国
旗，污损国徽，冲击中央驻港
机构和特区政权机关。他们
当街纵火，四处投掷汽油弹和
燃烧弹，破坏程度不断升级，
已经呈现本土恐怖主义特
征。这些行为使香港国土安
全、政治安全、公共安全遭受

严重冲击，香港法治和市民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香港
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

“一国两制”列车面临脱轨的
危险。

发言人指出，有关香港国
家安全立法针对的是分裂国
家、颠覆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
动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等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针对的是
极少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的人，广大市民依法享有的言
论、新闻、出版、集会等自由不
受干预，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
响，财产安全继续得到切实保
障。中央政府会始终坚持“一
国两制”方针，切实保障广大
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
自由；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
责时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符
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
不会损害一切合法权益。可
以想见，反对派及本土激进分
离势力出于反中乱港的居心，
势必会大肆造谣抹黑、以危言
耸听的惯用伎俩制造恐惧。广
大市民一定要认清他们的本
质，要看到中央维护“一国两
制”的决心和信心，要相信国家
安全得到保障，香港才能发展
得更好。 据新华社

王晨作说明时说，决定草案
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共有 7
条。第一条，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强调采取必
要措施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第二条，
阐明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
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
行政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
制。第三条，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
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宪制责任；强调香港特别
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基本
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
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第四条，明确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
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
制；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
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相关职责。第五条，明确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
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
育、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等情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
提交报告。第六条，明确全国人
大常委会相关立法的宪制含义，
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授权全国人

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全国人
大常委会将据此行使授权立法职
权；二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
关法律的任务是，切实防范、制止
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
的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
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
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三是
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法律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方式，即全
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相关法律列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第七
条，明确本决定的施行时间，即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王晨作说明时说，香港回归
以来，国家坚定贯彻“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针，“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同时，“一国
两制”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风险
和挑战。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
险日益凸显。特别是2019年香
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

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
决”、“公投”等主张，从事破坏国
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公然
侮辱、污损国旗国徽，煽动港人
反中反共、围攻中央驻港机构、
歧视和排挤内地在港人员；蓄意
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暴力对抗警
方执法，毁损公共设施和财物，
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
还要看到，近年来，一些外国和
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事务，通

过立法、行政、非政府组织等多种
方式进行插手和捣乱，与香港反
中乱港势力勾连合流、沆瀣一气，
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
提供保护伞，利用香港从事危害
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这些行为
和活动，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严重损害法治，严重危害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
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予以防范、制
止和惩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发言人5月22日就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草案）》发表谈话表示，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有关决
定，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十分
重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将为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
度根基。

该发言人指出，在制定香
港基本法时，考虑到当时的实
际情况，中央政府通过香港基
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别
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
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
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
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
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
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
体建立联系，体现了中央政府
对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和对香
港原有法律制度的尊重。然
而，香港回归近23年来，香港
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直没有
完成，而且被严重污名化、妖
魔化，加上香港原有相关法律
长期“休眠”，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
机构设置、力量配备、权力配
置方面存在诸多缺失，导致香
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

全方面实际处于世所罕见的
“不设防”状态。

该发言人指出，香港自回
归之日起就重新纳入国家治
理体系，中央政府对维护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负
有最大责任，对“一国两制”
的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和香港
基本法的正确实施负有最大
责任。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
家立法权，中央政府通过基
本法第23条授予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部分立
法权，并不改变国家安全立法
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也并不
因此丧失在维护国家安全方
面应有的责任和权力。

该发言人指出，维护国
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
要义。“一国”是“两制”的前
提，“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
国”。“一国”最重要的要求，
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得不
到保障，香港的长期繁荣稳
定也无从谈起。从国家层面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是依法治港、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决策
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
险的当务之急，是确保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
治本之策，是为“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

据新华社

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补国家安全漏洞 保“一国两制”前途

王晨作说明时说，新形势下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加强
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工
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
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
形、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必须遵
循和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维
护国家安全是保证国家长治久
安、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必
然要求，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是国家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共同责任。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
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
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
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
能允许的。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一国”是实行“两制”
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
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
内。必须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针，准确把握“一国两
制”正确方向，充分发挥“一国两
制”制度优势，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
的制度和机制。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宪制基础。必须坚决维护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
序，严格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支
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
府依法施政，牢固树立并坚决维
护法治权威，任何违反法律、破
坏法治的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

追究。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香

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是中国的内
政，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必
须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及其组织
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
事务，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
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
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对于任
何外国制定、实施干预香港事
务的有关立法、行政或者其他
措施，国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反制。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同尊重保障
人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的极少数违法犯罪行
为，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香港绝大
多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
地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任何维
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必
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
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得侵犯香
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晨5月22日上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