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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创新基金会
一个自由、进步和倡导欧洲一体化的智库

政治创新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秉持自由、进步和倡导欧洲一体化的
宗旨。通过其研究工作，她致力于达成两个目标：促进讨论的多元化和
有案可稽，同时为公共决策提供灵感。

政治创新基金会被公认为是公共事业组织，她将所有研究成果收录
在fondapol.org网站上，供大众免费使用。另外，基金会平台data.
fondapol可以使每个人查询历次调查收集的所有数据。数据库的使用
进一步延伸了政府规定的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政策。最后，如果是国际
性调查，按照调查问卷的语言，所提供的数据会有多个语言版本，例如，
以《重压之下的民主》为题的调查在42个国家开展，调查数据就有33个
语言版本。

基金会有权将自己活动的一部分专注于她认为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上。
因此，对于人类改善、生殖克隆、人机杂交、基因工程和生殖操作所开辟
的新领域，“人类工程学”工作组审核并发起了探索这些新领域的研究
工作，并促进对超人类主义的思考和讨论。人体改善和人类能力提高这
些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拓展，带来了诸多伦理、哲学和政治问题，而“人
类工程学”推出的很多文章探讨了这些问题。

政治创新基金会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受任何政治党派资助。其收入来源
既有公共部分，也有私有部分。

http://www.fondapol.org/
http://data.fondapol.org/
http://data.fondap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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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即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1997
年7月1日）的前一天。国安法旨在恫吓香港公民社会，消除一切反
对之声。新的“罪行”由此将受到严厉惩处。某些条文造成严重的法
律无保障状况。新的安全机构在香港设立，它们由北京直接领导，
专门负责处理这类新“罪行”。

公民自由最先受到该新法律的冲击，香港公民社会在顺从和反抗
之间摇摆不定。商界和金融界被迫逐渐安分守己。美国的制裁是有
限的，不太可能直接影响香港商界。但是香港国安法可以通过影响
信息保密性，以及警察和北京安全机关从此享有的巨大权力，从而
影响商界。

鉴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声称“一国两制”原则寿终正寝呢？香港完全
融入中国内地可能性甚微，然而，保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也不可
能。北京的意图似乎是要行使更大的控制权，对香港治理和公民社
会的直接控制，以及对经济和金融界的间接控制。国安法像是香港
的“二次回归”。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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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iversali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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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即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1997
年7月1日）的前一天。这部法律是在对中国有利的时机下颁布的。
习近平2012年的走马上任增强了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国安法的压
力。同时，国际环境使北京在过去的八年里逐渐强化对香港的控
制，且未引起真正意义上的反应1。

被补充到香港基本法之中的香港国安法及其66条条文2，旨在恫吓
公民社会，消除一切反对之声。新的“罪行”，尤其是推动香港独立，
或者被称为“恐怖”行为的、针对警察的暴力活动，将被严厉惩处。
某些条文造成严重的法律无保障状况，例如对司法独立的质疑和
对安全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加强。由北京直接领导的新安全机构被
设立起来，并专门负责处理这类“罪行”。目前它们和香港现有机构
并存，且对其实施密切监督。

1 关于香港国安法的政治背景，参考Sebastien Veg，《水火之中的香港：从2019年民众抗
议到2020年国安法》， thediplomat.com，2020年7月1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hong-kong-through-water-and-fire/）。
2  本文附录中含有香港国安法的法语版翻译。 

香港：二次回归

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巴黎亚洲中心研究员

劳伦斯·达齐亚诺（Laurence Daziano）
巴黎政治学院讲师；政治创新基金会科学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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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受这项新法律冲击的是公民自由。游行和选举以后将受到严
格管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司法权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权，
由行政权决定法官人选，排除外国法官。在香港的外国机构有可能
面临和在中国内地相同的困难。

毫无疑问，香港公民社会将很快被驯服，它在顺从和反抗之间摇摆
不定。教育将逐渐与“内地”模式趋于一致，新闻自由被压制。

商界和金融界被迫逐渐安分守己。多家企业和银行被迫服从新的
香港国安法。美国的制裁是有限的，不太可能直接影响香港商界，
但香港国安法可以通过影响信息保密性，通过警察和北京安全机
关从此享有的巨大权力，从而影响商界。

鉴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声称“一国两制”原则寿终正寝呢？尽管香港
完全融入中国内地可能性甚微，然而，保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也
不可能。北京的意图似乎是要行使更大的控制权，对香港治理和公
民社会的直接控制，以及对经济和金融界的间接控制。国安法像是
香港的“二次回归”。

I	在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下颁布法律

1尽管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制定国安法，但香港历届行政首脑
均未成功通过该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像是一部小宪法，它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
国时实施的，对特别行政区政治机构的组织做出安排。根据香港基
本法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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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起草颁布国安法的规定表明，中
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应干涉立法程序。

3  此处强调由作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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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中没有给出任何时间限制。在北京的授意下，香港第一届
行政长官董建华4 于2003年试图让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国
安法，但由于遭到民众的强烈发对，只好作罢。从那以后，他的两
名继任者曾荫权5 （2005-2012）和梁振英6 （2012-2017）也未能重
新推动法案制定，害怕引发新的抗议浪潮。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 
选举委员会最初由400人组成，现在由1200人组成，他们在行会的
基础上选举产生，是香港社会和经济各界的代表。选举委员会由38
个界别分组主导，而立法会的70名议员和区议会（经选举产生的机
构）议员只占少数，因此选举委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亲建制派和亲北
京派。

行政长官的职务与总理类似，并不代表香港地区的主要政党。一
般来说，行政长官有过高级公务员的经历（如曾荫权、梁振英或如
今的林郑月娥），或者来自商界（如董建华），并获得中央政府的信
任。因此有人怀疑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非公开党员，而出人意料
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香港正式存在的组织。行政长官选举的
竞争性很低，因为任何反对党派的候选人，例如民主党和公民党，
没有任何机会在选举委员会获胜。尽管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他必
须得到中央政府任命。因此，行政长官很大程度上被怀疑更多地代
表北京的利益，而不是香港人的利益，因为1997年以来，大多数香
港人的选票（55%到60%之间）是投给反对派的。但是因为每四年
选举一次的立法会只是一个半民主性机构（70个席位中，有30个
席位代表亲建制派的界别分组），反对派在立法会仅占有少数席位

4 于1937年出生于中国上海，曾是商人，自1997年7月1日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起，担任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长官。他借口健康问题于2005年辞职，但众多评论影射是由于他对
1997-1998年经济危机和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RAS）应对无力。香港民众谴责他与
北京中央政府过于密切，且缺乏个人魅力。
5  于1944年出生于香港，2005-2012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此前在英国殖民
政府时期担任香港政府行政主任。任期内的重要事件是在北京中央政府与部分香港泛民
主派人士的谈判之下，于2010年通过唯一一次选举法改革：香港立法会民选议员席位数
从30上升到40，议员总席位会从60上升到70。
6  于1954年出生于香港，曾是企业主的梁振英在2012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由于获得北京的支持，他因而受到指责。2014年梁振英采纳了北京关于选举香港行政长
官的方案，即香港行政长官通过全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候选人由亲建制派主导的选举委
员会确定，该方案引发了被称为“雨伞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其任期内，香港社会严重
分裂，香港独立成为重要话题，极大损害了北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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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23个席位），这就成为那些支持扩大香港民主的人
士持续感到沮丧的根源。

2 2012年习近平的走马上任增强了香港特区政府通过 
国安法的压力

梁振英于2012年发起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遭遇失败，另外，2014
年因北京拒绝引入民主选举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而导致“雨
伞运动”，这就又一次耽搁了国安法法案的通过，以至于2017年上
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019年春天时仍然表示，通过国安法的
时机并不有利。但林郑月娥同时发起另一部法案规定将被指控犯
罪的逃犯引渡到中国内地，该法案引发的广泛抗议，促进了局势
的改变。迫于抗议运动的压力，香港政府于2019年6月中旬暂缓
草案的修订工作，进而于2019年9月将其完全撤回，然而，此次抗
议活动造成香港社会的深度撕裂。

最顽固最暴力的一小部分抗议者使中国共产党感到极为焦虑。在
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中共闭门讨论的
时候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通过国安法。

鉴于香港立法会最近几年频频出现的阻碍（例如围绕《国歌法》出
现的阻碍，该法最终于2020年6月12日生效），中国政府在2020年5
月21日宣布，请求中国的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尤其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175名成员平均每
年召开6次会议），起草一部国安法，并将其补充到基本法的附件
三中，因为该附件列举了为数不多的在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0年5月28日采纳了这一决定。三周以后，即
6月1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破例再次开会，并表示将要在刚刚
开幕的会议上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草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布了法律的摘要，但是其具
体内容一直等到2020年6月30日投票通过、法律被颁布出来并被
添加到基本法附件三的时候，才被公开。这部法律草案的起草过程
中没有开展任何公共咨询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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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情形使得北京既能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又未引发真正的报复措施

当北京公布国安法草案的时候，泛民主派阵营很快有所反应：对泛
民主派而言，该草案意味着由邓小平构想的“一国两制”原则寿终
正寝。西方国家也很快作出否定的回应。美国认为国安法危及香港
自治，所以威胁说要取消、或者至少要修改于1992年通过的、给予
香港特别行政区诸多行政（尤其是签证政策）和商业便利（例如免
关税政策）的《香港政策法案》。美国同时威胁要采取针对中国和香
港的制裁措施，但当时并未确定具体是何种制裁措施。

尽管欧盟表示不会制裁中国或香港，但也很快表达了它的焦虑。在
一封写于2020年5月26日的信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何塞·伯雷利表示，北京对香港愈来愈强的管控不仅影响到欧盟在
香港的直接利益，也不利于维护建立在规则基础上、以各国遵守法
律和政治义务为特征的国际秩序。他同时呼吁欧盟制定连贯的、一
致的对华政策。

2020年6月17日，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公布了一份极力批评中国政
府的声明7，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的决定既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也
不符合中国作出的国际承诺，这尤其包括1984年签署、在联合国
备案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项声明，中国政府承诺
给予香港“高度自治”。七国集团的声明同时表示，国安法草案“会
危及促成香港多年繁荣成功的制度”8。

国安法生效第二天，在了解该法的具体条文之后，尤其是看到
2020年7月1日游行时警察的逮捕行为9，外国政府的反应在措辞
上更为激烈，但迄今为止，未有显著成效。加拿大提醒在香港的加
拿大人，要留心遭到“任意拘留”和被引渡到中国内地的危险，并于
7月3日，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联合国中有27个国家，包括法国
和日本，恳请中国重新审视这部“威胁”到自由权利的法律。英国首

7  参照美国国务院，《七国集团外长关于香港的声明》，媒体记录，发言人办公室，2020年6
月17日（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hong-kong/）。
8  同上（原文：“it would jeopardize the system which has allowed Hong Kong to 
flourish and made it a success over many years”）
9  警方在当天逮捕了370人，其中有10人是依据国安法逮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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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鲍里斯·约翰逊指出国安法违反了香港回归的条件，他于6月初
在下议院宣布，英国将扩大约35万香港人的移民权，这部分人于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出生，并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该护照原则上不允许他们在英国居住。7月初，
他又将该权利扩大至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照人的子女，这将使
290万香港人有可能获益 10。北京表示有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但
是，除了否认该旅行证件的有效性，并阻止香港人使用该证件离开
香港，很难想象中国政府有何种其他报复措施可以采用。

美国是唯一一个决定制裁中国的国家。国安法摘要于5月末刚一出
炉，特朗普政府就公布了报复措施，制裁所有和实施国安法有关的
香港或中国公务员。2020年7月3日，美国国会一致通过《香港自治
法》，进一步扩大制裁措施，那些接纳被制裁的公务员作为其客户
的金融机构，也要受到制裁，这在香港的国际银行界引发了一定
的不确定性。7月14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同时利
用该法在实施方面所提供的灵活性（豁免权11）。同时美国国务院
于6月末宣布美国将停止对香港出售高科技和军事装备。尽管如
此，由于美国同时试图保护在香港经营的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
这些制裁措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质上不能阻挠国安法的实施。

自从抗议和游行活动频繁增加以来，北京就酝酿要对香港采取强
制措施。2020年初的国际环境以美国衰退和新冠肺炎危机为特
征，这就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因为它降低了那些疲于应对本国疫
情和经济困难的国际社会成员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采取制裁的
可能性。果然，7月初，中国政府就成功说服70多个国家支持其国
安法，暂时把奉为圭臬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抛在脑后 12。

10  参照Alasdair Sandford, “香港：约翰逊和拉布承诺为英国国民取得英国国籍提供新‘
路径’”，euronews.com, 2020年7月1日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7/01/
watch-live-uk-prime-minister-boris-johnson-takes-pmqs-in-parliament）。 
11  豁免权是美国总统及其他联邦政府高级官员使用的行政工具，它允许有选择性实施
地实施某些法律。
12 参照“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7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的香港国安法”，globaltimes.cn, 
2020年7月3日（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934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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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法律条文旨在恫吓公民社会，消除一切反抗

国安法开篇（第9条） 13就指出，学校、大学、社会团体、媒体和互联
网将会受到国安法的密切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就国安
法实施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并应当提交关于国安法职责履
行方面的年度报告（第11条）。国安法结尾处有多条规定，尤其是
一些规定指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国安法比香港特区其他所有
法律都要优先适用（第62条），同时，法律的解释权归北京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有（第65条）。

1 处罚措施严格的新“罪行”被补充到香港基本法中

在法律草案中列出的四种主要新罪行包括“分裂主义”（第20条）、“
颠覆国家政权”（第22条）、“恐怖主义”（第24条）和“勾结外国或境
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第29条）。草案对第四种罪行的定义有所改
动，取代了先前的“外国或外境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
动”。所有这些罪行都有可能受到严厉处罚，煽动者可处以至少10
年监禁或终身监禁，参与者可处以3年到10年监禁。揭发其他参与
者的行为可以减轻处罚（第33条）。违反该法的外国人可以被驱逐
出境（第34条）。

国安法规定因违反该法而遭到处罚的人不能成为选举候选人或担
任公职（第35条），这一规定可以更容易地将反对派剔除。反对派在
香港地方选举中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原本被期望于 2020 年 9 
月开展的立法会选举中能获得更多席位；但在八月初香港政府以
疫情为由宣布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并获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决议批准。

但国安法不止于此。实际上，它的有效范围不仅包括在香港实施的
罪行，或者对香港产生影响的罪行（第36条），也包括自然人和企
业、基金会和无政府组织等法人（第37条），还包括“不具有香港特

13 本文附录中含有香港国安法的法语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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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区“以外”针对香港实施
的犯罪行为（第38条），这就相当于确立了香港国安法的治外法权。

综合来看，这部法律最大的隐患既包括该法所列举的危害国家安
全的罪行所具有的严重模糊性，也包括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政
权对国家安全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定义方法。实际上，香港国安法
并未就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给出定义：是国家的安全还是政权的安
全？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组织的安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安全？

2 设立专门处理这类新“罪行”的机构，与香港现有机构并存

香港国安法要求设立一个新机构，即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
条），它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领导，并向中央政府负责。该委员会
秘书长由中央政府任命。

但该委员会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它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同样也是
由中央政府指派（第15条）。不出所料，担任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
络办公室主任的骆惠宁，于2020年7月3日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
顾问。

香港特区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在警务处处长
（Commissioner of Police）的指导下，负责执行国安法（第16条）。它
将和中国内地负责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机构合作，并在工作上
得到它们的协助。然而就目前来看，这一新部门的大小，以及规范
该部门与内地公安、国安机构相互关系的程序尚不明确。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警方和中国内地公共安全机构的关系十分密
切。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它们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从2019年
夏天开始，多个消息来源证实香港警方内部存在内地公安人员，这
些人很可能集中在香港警方的等级制度内部。他们的存在将变得
更明显，尤其是，他们在香港的存在将首次被正名。实际上，2020
年5月，消息就已经宣布来自内地的公安和国安机构的办公室以
及负责间谍活动和反间谍的机构将会在香港成立。1997年以来，
中国的国家安全人员取代英国统治时期的政治保安处， 从那以
后，他们很有可能就已经在香港活动，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扮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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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式角色。这种局面以后将不复存在。国安法第48条至第61条
规定，在香港设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该机构
被赋予了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并对香港负责国家安全的机构
进行指导和监督。尽管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人
员必须遵守香港法律，但他们仅对其上级负责（第50条）。该机构
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并和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
的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尤其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中联办）、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驻港特
派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驻港部队）（第52条）。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负责对设立在香港的外国领事
馆、无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机构实施更密切的监督（第54条）。它有
权处理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复杂案件”，尤其是勾结境外势力的
案件。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需要
被移交中国内地，并在内地定罪和审判（第57条）。“犯罪嫌疑人”有
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第58条）。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公署的工作人员不受当地警方的督查，并享有和中国外交官或
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同的豁免权（第60条）。根据相关消息来源，已经
有300名公务员被指派到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主要负责人于2020年7
月3日被任命，他们包括：郑雁雄（署长），曾是广东省第三号重要
人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主要负责宣传部门；李江舟（副署长），
曾担任公安部驻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孙青野（副署长），国
家安全部公务员，出于这个原因，他的背景甚少披露。

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就有了正式的、合法的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害
国家安全的个人和组织实施更密切的监督。由此，香港警方的支
持对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下降，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在公安和国安的
协助下，同时开展调查。

2020年6月中旬，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之一的邓中
华宣称，对发生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的少数严重危害国安法的
案件，中央政府希望行使调查权、立案权和在内地审判的权力。尽
管他表示大多数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将由香港的公安机关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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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处理，但他的言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引起了强烈的担忧，包
括那些公开支持北京的人士也表示担忧，例如叶刘淑仪，她曾在
2003年担任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并于同年作为第一部国安法草
案的主要起草人。很明显，邓的言论旨在恫吓一切可能犯下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罪行的香港居民或取得外国国籍的香港人。
虽然邓中华确定国安法具有法不溯及既往的特征，想要以此安抚
人心，但以外交官为首的众多观察者担心这部法律会溯及既往，
并因此被用来制裁那些发生在过去、且被国安法认定具有颠覆性
质的政治活动。

这部新法律引发了诸多疑问，包括普通法在适用于香港某些刑事
违法行为时将受到的限制，以及普通法和中国其他地区实施的社
会主义内地法的兼容性问题。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内地的规定表
明，犯罪嫌疑人将无法要求得到普通法提供的法律保障。尽管邓
中华和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表示，“无罪推定”原则在内地同样受
到遵守（国安法第5条有此规定），希望平息疑虑，但很少有香港人
信任内地的司法制度，因为该制度在每一层级都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即由政治警察领导 。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国安法将增强中联办 的干预能力（第52条）
。自2020年初以来，中联办已正式解释它不再受基本法第22条的
约束，而这一条款规定中央政府各机构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自行管理的事务。但事实上，多年以来，尤其是习近平自2012年掌
权以来，香港中联办已成为香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它时常给林郑
月娥掌管的香港特区政府各部门下达指令。

我们已经提到，2020年1月以来，中联办由骆惠宁这一重要人物掌
管，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曾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和习近平关系
密切。2月初以来，另一个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习近平的支持者，夏
宝龙，接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与此同时，中联办被
整合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骆惠宁（和他在澳门的同事一样）
成为办公室副主任。

中联办近期的干预行为包括2020年4月对立法会议员郭荣铿的声
讨。郭荣铿是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副主席，他被指责阻挠《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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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通过。不久之后，郭荣铿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几
乎强制性地被一位建制派女议员取代，《国歌法》获得通过。

3 当地警察权力扩大

根据国安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在2020年7月初设立了负责
实施国安法的部门（第16条）。该部门被赋予了广泛的调查权（第
17条），它可以搜查自然人和法人的住所、车辆和电子设备，这些
职能的履行不一定非要取得法官的批准。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
门也可以冻结任何嫌疑人的银行账户、截取其通讯内容、禁止其
离开香港或迫使其删除电子信息，拒不服从的可以实施罚金或监
禁的处罚。它也有权要求一切外国机构提供资料，即使这些机构并
非设立在中国境内（第43条）。7月7日，《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
则》生效，它明确了在何种条件下警方可以在未经法官授权的情况
下采取行动。这些条件既模糊又宽泛（例如“根据调查的需要”），直
接违背了国际法准则和法治国家的概念14。香港国安法的这一特
征也明显违背了香港现行的普通法精神。 

III	公民自由最先受到这项新法律冲击

1 抗议活动、公开表达意见和选举活动由此受到高度监视

香港国安法不仅制裁分裂主义、颠覆国家政权、叛乱暴动、叛国行
为、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的行为，也制裁那些有可能引发这类行
为的公共言论。因此，香港国安法包含的罪行在定义上十分宽泛
模糊。例如，支持港独的言论或谴责中国政治制度的言论有可能
成为刑事处罚的对象。

14  参照《中国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2020年
7月6日（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02449e/es2202024491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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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切通过“非法方式”、有可能引发对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憎恨”的言论也被“刑事化”。由此，国安法首次在香港设
立了言论罪。

和人们所担忧的情形相反，官方声称国安法法不溯及既往。然而，
香港和内地的公安机关对所有那些在国安法出台之前、曾有过违
反该法的行为或言论的个人和组织，将实施密切监督。 香港国安
法加强了先前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至少10年监禁甚至终身监禁，
然而2009年实施的澳门国安法规定“煽动叛乱者”处以10年监禁）。

尽管游行示威的权利在原则上没有受到威胁，但实际上有可能逐
渐被否定。7月1日是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天，这天的游行活
动很好地表明了这种趋势。出于卫生和公共秩序的原因，游行活动
被禁止开展，只汇集了几千名参与者。由于很快受到警察的驱逐，
他们无法形成像样的游行队伍。很多人被逮捕（370人），还有一些
人首次因违反国安法受到审讯（十几个人），这些事件会使诸多年
轻抗议者在未得到警方明确许可的情况下放弃游行，而警方的明
确许可很可能越来越难以取得。

因此，梁振英在2020年5月发出的警告或许值得重视。他表
示，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在维园举行的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
杀晚会，以后很可能无法举办了。

至于组织机构，那些支持香港自决的“本土派”政党， 以及和法轮
功相似、在中国内地被视为违法的宗教组织，很有可能将被驱逐。

2016年由黄之锋、周庭和罗冠聪创建的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首当
其冲：该党于6月30日自行解散，罗冠聪离开香港。以《苹果日报》
为代表的那些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机构也受到威胁。最迟
从7月初开始，《苹果日报》社长黎智英就受到持续监视，并在 8 月
初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为由逮捕。黎智英目前
已获得假释，但被禁止离开香港。

2020年6月17日，86个香港机构和国际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机
构、文化机构和人权组织）联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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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他们对香港国安法的担忧，以及对未来在香港开展各项活动
的担忧15。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香港、内地、台湾或外国的工业和商业企
业受到香港国安法的制裁。但是如果一家企业给那些被中央政府
认为有独立或颠覆主义倾向的政党或政界人士提供资助、企业公
开表达此类观点或允许其员工公开表达此类观点，那么企业有可
能因违反国安法受到法律制裁。针对违反国安法的一切电子通讯
所规定的限制性措施，无疑会增强外国企业的担忧。

香港国安法刚开始，警方就迅速封禁连侬墙，这让许多香港人措手
不及。连侬墙往往设立在支持抗议活动的“黄丝”咖啡馆或餐馆中，
上面贴满便利贴，用来表达特殊的政治诉求。实际上，并不是所有
的便笺都支持港独，事实远非如此。大部分便笺要求政府满足反引
渡运动的诉求，尤其是就警察暴力问题开展独立调查，并要求对香
港的政治机构推行真正的民主化。对言论自由的这一新限制显然
进一步损害了香港自治。

香港国安法也为当局取消民主派或本土派候选人参加2020年9
月6日立法会选举的资格提供了便利16。潜在的本土派候选人，如
黄之锋，尤其会受到冲击，但人们担心所有那些批评过国安法的
泛民主派候选人，都会被负责选举登记的选举主任取消资格。选
举主任在选举资格问题上几乎享有完全自由裁量权，在之前的选
举中这一权力已经被使用过，尤其是在2016年用以疏远那些支
持港独或香港自决的候选人，如赖绮雯或梁天琦。香港特区领导
人的某些声明表明了这一意图，他们要求每一个候选人效忠基本
法，尤其是基本法附件三，选举之前就已怀疑泛民主派候选人支持
香港国安法的诚意，并让负责选举登记的选举主任全权负责这一
事项 17。某些在2018年立法会补选中被取消资格的候选人，如周庭， 

15   参考《来自86个组织的公开信—中国：放弃国安法以维护香港自由》，hongkongfp.
com，2020年6月17日（https://hongkongfp.com/2020/06/17/open-letter-from-86-
groups-china-scrap-national-security-law-to-save-hong-kong-freedoms/）。
16 参考《北京可能利用新法律打压香港政界人士》，asiasentinel.com，2020年6月10日 

（https://www.asiasentinel.com/p/beijing-expected-to-use-new-law-to）。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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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法庭取得部分胜利（出于程序缺陷），但法官并未因此从根
本上否定与她有关的行政决定的效力。

中央政府和香港亲建制派的目的是，无论如何都要防止泛民主派
政党控制立法会大多数席位。 尽管出于立法会选举程序扭曲的原
因，反对派很难达到控制立法会的目的，但泛民主派阵营在2019
年11月区议会选举——这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中取
得的意想不到的胜利，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担忧。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看，国安法有可能损害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的实施，而该公约既包含在香港基本法中，
也包含在香港国安法中（第四条）。事实上，国安法作为全国性法
律，效力要高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1991），后者是香港的地方
性法律，它包含了联合国公约中所列举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这项联合国公约，但并未批准通过。

2 行政权对司法的控制更强

香港国安法有损司法权的独立性。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法官
都是由行政长官根据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建议任命的，该委员
会的意见一般都会被采纳。然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法官此后将
直接由行政长官指定和任命（第44条）。行政长官在做出决定之前
可以征询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但此
类征询不是必须的。2020年7月3日，林郑月娥任命了6名法官，但
是只有一位主要法官的姓名被公开。

另外，尽管外国法官常出现在香港的各类法庭中，但他们无权审理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此类案件由专门的司法机构审理。这些来
自英国或者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共同体国家的法官所具有
的“双重效忠”，在中央政府看来是有嫌疑的 18。这一变化引发商界
人士的担忧，这种担忧尤其表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与中国大型
国有企业产生纠纷的问题上。

18  参考Kimmy Chung和Gary Cheung，《北京表示，因外国国籍而有“双重效忠”问题的
法官不应审理国家安全案件》，scmp.com,2020年6月24日（https://www.scmp.com/
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90400/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aw-citys-
leader-must-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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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也会削弱香港独立反贪污机构的作用（即廉政公署）。最近
几年廉政公署已经多次受到质疑，尤其是因为它拒绝调查香港前
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在一些人看来属于违法所得。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贪污案件以后有可能都和廉政公署无缘了。如
果这类案件牵涉到中国内地的企业，它们可能由中央政府国家安
全机构处理，中共纪律检查机关负责密切协调。

3 外国机构有可能面临和在中国内地相同的困难

有了国安法的支持，以后要打击或解散外国机构将变得更容易。例
如，像国家民主基金会或全国民主研究所这类的美国机构，由于北
京指责它们依附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以很可能被封禁。这类机构为
一些研究或项目，包括学术研究项目，所提供的资助，可能也会被
禁止。同样，一些致力于人权事务的无政府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
也许很难维持其在香港的办事处。某些无政府组织，如人权观察，
考虑搬迁到台湾。

如果说像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这类
的德国政治基金会，在中国内地受到诸多限制，那么它们是否能在
香港和从前一样运营，我们拭目以待。

IV	被快速驯服的公民社会

1 顺从还是反抗

关于香港公民社会对国安法会做出何种反应，我们知之甚少。尽管
2019年发展起来的抗议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被平息，但不能排除抗
议活动死灰复燃、甚至出现新暴力行动的可能性。

在发生极端暴力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武装警察的干预
有可能发生，而且人民武装警察的某些部队已经驻扎到驻港部队
的军营内。部分武警部队驻扎香港是一个新的、但非正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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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驻扎的最主要特点是威慑。然而，和驻扎在香港境内、主要起
象征作用的人民解放军不同，如果香港警方万一无法应对某种情
形，武警可以支援香港的31000名警察，和他们并肩作战。官方数
据显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解放军军营共有5000名军官和士
兵，但实际上他们在香港特区境内的人数不足2000。相反，武警部
队的人数是个未知数。另外，如果出现危机，驻扎在深圳的武警也
有可能干预，2019年时，他们已被公开集结准备派往香港。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信誉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这
种损害至少会持续一段时期。持续时间长短要取决于武警采取暴
力的程度和武警干预在当地遭遇的抵制。如果武警能帮助恢复秩
序，稳住商界人心，武警干预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将是暂时性的。相
反，如果商界认为武警干预威胁到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信誉，那么
香港特区政府就应尽快以己之力，控制局面。

只要香港警方有能力管控、禁止或疏导抗议活动，防止抗议活动升
级为暴力，那么以上所设想的仍然是一种极端情形，发生的可能性
极小。尽管我们不能排除香港学生或其他行业的年轻人重新开展
抗议活动或激进活动的可能性，但香港社会中其余的那些人虽然
担忧，却希望恢复正常生活，因而表现出某种逆来顺受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经济生活不太可能会受到严重干扰。随着因
新冠肺炎而设立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在香港逐渐撤销，消费会重新
起步。去往卫生状况安全的国家（如泰国）或地区（如澳门或广东）
的旅游逐渐恢复，这也有助于推动消费再次上涨。

另外，自国安法公布以来就一路上扬的香港股市，愈发被内地的大
企业集团所主导（占2020年市值的将近80%）。中国经济和美国经
济逐渐脱钩，这会促使香港股市变得更加“中国”。

至于那些香港大亨，他们在这场变局中所起的作用有限。香港国
安法起草的时候，没有人征询他们的意见，很明显，他们在香港回
归时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了。长期以来，作为长江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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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香港首富李嘉诚19，努力把自己的财产和投资分散在各地。
虽然他的例子并没有被所有人效仿，但对香港的诸多经济和金融
界人士而言，李嘉诚的决定仍然是他们的灵感源泉，并对他们产
生影响。香港大亨的帝国不会被瓦解，但它们会继续丧失其相对
影响力。有一些将被边缘化，或者被迫和内地公有制或私有制新
集团合并。

2 教育逐渐与“内地”模式趋于一致

学校里对政治自由的限制也令人忧虑。从2020年6月12日起，香港
的所有学校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教会学生共产主义
的中国国歌20。学生们必须学会、并定期唱国歌。但香港教育局局
长杨润雄表明，抗议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将被禁止演唱，而
流行音乐《热爱基本法》则被允许演唱21。重要性不同，故应对措施
不同。

这些新的禁令在短时间内很难被遵守。事实上，6月18日就有一些
高中生22 无视政府权威，在学校里唱《愿荣光归香港》，并喊道“香
港独立，唯一出路”。然而7月6日宣布的措施给人们浇了冷水，它要
求公共图书馆、继而也要求学校将那些支持港独的书籍、甚至类似
于公民党议员陈淑庄所著的支持民主的书籍做下架处理。书籍下
架预示者坚决打击“本土派”运动、打击支持扩大香港民主的思想、
或仅仅是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学校教授的课程、历史考试中的问题设置和其他被认为“自由化”
的学科也可能受到更严格的控制。这些学科以及教授这些学科的

19  这位身价亿万的富商于1928年出生于中国，他的财富主要来自房地产业。
20  参考《教育局就展示国旗和区旗及奏唱国歌向学校提供指引》，info.gov.hk，2020年6
月18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18/P2020061800527.htm）。
21  参考《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在学校被禁》，news.rthk.hk，2020年6月11日（https://
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531437-20200611.htm）。
22  参考Chan Ho-him和Victor Ting，《香港抗议：校长警告有纪律处分后英华书院学生
挑衅 教育局对校园群体事件“高度关切”》，scmp.com，2020年6月19日（https://www.
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3089698/hong-kong-protests-
elite-school-take-action-and-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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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越来越受到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建制派的批评，他们被指责
为近期抗议活动的罪魁祸首，且应对香港学生缺乏“爱国主义情
感”负责任 23。

2020年6月初，香港八所大学的校长被要求表示支持国安法。如果
说这八所大学的校董会都支持这部新法律，但八位校长中只有五
位采取了这种做法。用中国的行话来说，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
表示效忠的行为被称作“表态”。

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大学的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限制，但学术自由仍
受到保护。然而，国安法明显把大学作为其目标，和其他学校一样，
大学必须教授国安法规定的内容，并开设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此
类措施很可能受到学生的抵制，然而，抵制行为带来的风险很可能
促使大部分学生接受或者假装服从此类措施。关于教学内容方面
可能受到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学科，以外籍教师
为首的教师队伍有很多疑虑。事实上，尽管中国大学需要服从审查
制度，但它们在实力和知名度方面的提高，可能会促使中央政府逐
渐放宽对香港大学的政治限制。社会科学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自然
科学不会，因为这是唯一让中国共产党真正感兴趣的学科。

事实上，某些研究课题已经让香港的大学教师避之不及，如新疆维
吾尔族人的问题，西藏的政治问题，或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活
动。那些有外籍大学教师任职的机构，如香港研究资助局，继续管
理科研，并提供研究经费。这种操作方式目前尚未受到威胁。然而
没有人能保证学术自由一定能维持不变 24，即在不受任何政治限
制的情况下，可以教授所有课程、并就所有课题开展研究。自由度
高低将取决于大学教师和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北京中央政府所能建
立、并维系的力量均衡。

23  参考Kelly Ho，《林郑月娥称学生不能被“虚假、片面”的信息“毒害”，表示要采取
行动》，hongkongfp.com，2020年5月11日（https://hongkongfp.com/2020/05/11/
students-cannot-be-poisoned-with-false-biased-information-says-hong-kongs-
carrie-lam-vowing-action/）。
24 参考《香港现在必须依靠自身努力保护学术自由》，hongkongfp.com，2020年6月2
日（https://hongkongfp.com/2020/06/02/hong-kong-must-now-rely-on-its-own-
efforts-to-protect-academic-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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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闻自由被压制

近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受到破坏，这种破坏范围会逐渐加大。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电台的自主性在缩减，2020年3月，香港电台受
到批评，原因是它播出了一期嘲讽香港警方的节目25，或是提了某
些关于台湾的政治不正确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台湾被世界卫生组
织疏远的问题。7月初，某些与北京关系密切的香港人士警告外国
媒体，要求他们避免支持港独运动或者发布“假新闻”，否则有被驱
逐的危险26。

关于新国安法可能对新闻自由产生的危害，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今
年6月18日表达了它的担忧27。一项调查表明，香港98%的记者反
对国安法28。他们尤其担心如果过分支持或同情抗议运动，会被指
控泄露“国家机密”、与“恐怖主义”活动串通、搞分裂主义或颠覆
国家政权。国际媒体也在被打击之列，特别是2020年1月以来，林
郑月娥指责外国媒体机构支持抗议者，干涉香港内部事务29。根据
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新闻自由方面的排名由2002年
的第18名下降到2020年的第80名 30。

25  参考Tom Grundy， 《政府要求公共广播公司因“侮辱”警察致歉，数小时后讽刺节目
停播》，hongkongfp.com，2020年5月19日（https://hongkongfp.com/2020/05/19/
hong-kong-public-broadcaster-axes-satirical-show-hours-after-govt-demands-
apology-for-insulting-police/）。
26  参考Primrose Riordan和Nicolle Liu，《外国记者受到有关港独报道的警告》，《金融
时报》，2020年7月7日。
27  参考《香港：国安法会怎样被用来针对记者》，rsf.org，2020年6月19日（https://rsf.
org/en/news/hong-kong-how-national-security-law-could-be-used-against-
journalists-0）。
28  参考《香港：绝大多数记者反对中国的国安法》，ifj.org，2020年6月19日（https://
www.ifj.org/media-centre/news/detail/category/press-releases/article/hong-
kong-journalists-overwhelmingly-oppose-chinas-national-security-law.html）。
29  参考Matt Clinch，《林郑月娥暗示香港抗议活动受外国影响：“也许有某些因素在起
作用”》，cnbc.com，2020年1月21日（https://www.cnbc.com/2020/01/21/carrie-lam-
suggests-foreign-influence-in-hong-kong-protests.html）。
30  参考https://rsf.org/en/rank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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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被逐渐驯服的商界和金融界

1 多家企业和银行被迫服从国安法

在要求香港各界做出拥护表态之前，2019年抗议运动的时候，北
京就已经要求香港一家航空公司，即国泰航空，制裁那些支持抗
议运动的员工。当时中国国有企业中国航空仅持有国泰航空30%
的股份。但由于北京威胁要暂停飞往中国内地的航线，所以国泰航
空只好让步，该公司在很大程度上（45%的股份）仍由英港合作的
太古集团控制。2020年6月初，为避免国泰航空集团倒闭，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为其注资390亿港元（约合50亿美元），这使得太古
集团、中国航空和卡塔尔航空所持股份分别被调整为42%、28%
和9.4%。因此，希望成为国泰航空长期股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名正言顺地在该集团董事会委派了两名观察员。以后，国泰航
空的职员公开表达任何批评性政见都将变得更困难。

2020年5月，香港国安法的内容尚未公布，尽管汇丰银行和渣打银
行的总部设在伦敦，但这两家银行不得不公开表态支持香港国安
法。这两家银行实际上在香港扮演官方的角色：加上中国银行，这
三家银行是港元的发行机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处境微妙，因
为英国政府和一些股东要求它们遵守英国法律规定的企业社会
责任，而且尤其要遵守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政治责任。要打破僵局，
备选的解决方案包括将两家银行分裂开来，这样一来，银行在香港
的业务就不受上述义务的约束，反之亦然。

消息指，除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或官方机构，其他公司或金融机构也
被以非公开的方式征询过意见，要求他们拥护香港国安法。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这种拥护的表态并未公开，因为企业试图保护自己免
遭抗议运动积极分子的报复，同时，北京希望维护香港的吸引力。

信息保密的承诺并没有让所有企业信服，这就是为什么一位拥有
多栋楼房和多个商业场所的香港房主拒绝签署确认书，因为他担
心抗议者会把他的商店破坏得一片狼藉。目前还难以知晓此类表
示效忠的要求是否已扩大到所有在港的外国集团，例如奢侈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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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零售业。很有可能的情形是，中国共产党或其代表只接触了、
或者将只会接触那些大企业。

香港商界、甚至在港的外国商界的诸多代表希望恢复平静，因此
对香港国安法表示支持。外国公司或金融机构不得不“自律”，或
者裁掉那些利用机构身份、发表抨击中国的言论的职员。自1860
年起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就在香港经营，2019年，该银行不得不郑
重道歉，并表示已对本银行的一名香港职员采取内部措施，这名
职员曾在社交软件上嘲笑一群在香港唱中国国歌的人。

香港的自主权逐渐丧失，但只要这种变化不影响商界的日常经营，
商界人士就会习以为常。另外，商界人士是2019年、甚至也是2014
年抗议运动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尽管北京认为已成功将商界人士
揽入自家阵营，实际上，对于国安法导致的后果，这些人士要比他
们在公开场合所宣称的更为担忧国安法的实施可能导致的后果。

2 特朗普政府的制裁不太可能动摇香港商界

尽管特朗普政府挥舞制裁大棒威胁中国，但制裁内容尚未完全公
开，而且到目前为止，措施的效果有限。然而，制裁措施不太可能直
接损害13000个在港美国企业和85000名在港美国人的利益。香港
美国商会已经多次表达了它的担忧，担忧的对象既包括香港国安
法的影响，也包括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的性质。

美国很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制裁措施，避免引入“核武器”一类的、
具有彻底毁灭性的极端措施，这类极端措施如禁止使用美元交易
或者引入限制资产转移美国（或者反方向转移）的措施。制裁措施
也不能包括对来自香港 -- 或许也要把来自中国内地的算在内 -- 、
由非中国企业制造（香港对很多中国产品再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征
收关税。在与香港的交易中，美国享有贸易顺差（2018年达310亿
美元），所以可能会成为此类限制措施的首要受害者。

2020 年 8 月 7 日，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制裁 11 名损害香港自治的
陆港官员，其中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警务处处
长邓炳强、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新任的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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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制裁官员在美国可能持有的资产将被冻结，并在一般情况下禁
止他们与美国公民、或在美国境内交易。

根据《香港自治法案》，那些应当对损害香港自治负责任的个人或
团体（如警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果中国银行或企业已经与
这些个人或团体有“重大交易”，那么它们可能会受到制裁。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信银行很可能已被列入制裁
名单。但目前为止，很难确定哪些企业将真正被制裁。

美国的制裁将直接波及高科技行业。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香港
海关的合作由来已久，而且这种合作原则上可以防止一切被转移
的技术秘密流向内地，但在将来，任何先进技术或双重用途技术转
移到香港所受到的限制，将会和技术转移内地受到的限制趋于一
致。自从美国于2019年11月通过并颁布《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
来，对技术转移的管控已经得到加强。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引入，管
控措施变得更加严格了。这些限制措施不仅会影响到已成为特朗
普政府眼中钉的华为和中兴，也有可能波及众多中国企业。香港各
大高校的研究中心也有可能受到影响，如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中
心，它们常常与内地的研究机构有密切合作。

3 国安法对信息保密有风险，会直接影响商界

安全和香港法律体系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引来麻烦。这
个问题尤其涉及到外国公司、甚至香港公司的数据保密和企业的
网络安全。以国安法为由，香港警方所开展的公共安全或国家安全
调查会在何种程度上损害数据保密，目前尚未可知。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是否能继续确保信息通讯的安全和原则上被保障的通讯自
由？尽管Google、Facebook和Twitter仍然可以在香港使用，但今
后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而且如果一家企业因触犯国安法成为被
调查对象，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受损。

这就是为什么Facebook、WhatsApp、Twitter和Telegram以
信息自由和个人生活隐私为由，于2020年7月6日宣布，如果香港
警方要求它们提供客户信息，它们会暂停与警方的合作。 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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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在多长时间内坚持这样的立场？它们最终或者要选择服
从，或者选择离开香港31。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开发的一款应用软件
TikTok已经吸取教训：TikTok撤出香港的同时，由同一企业开发、
业务集中在内地的抖音入驻香港，所以字节跳动很快就适应了香
港“内地化”。

同样，提供安全保障的司法判决所具有的独立性有可能受到严重
破坏。负责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法庭即将设立，外国法官无权参与此
类法庭的审判。和普通法惯例中的法官和陪审员不同，组成这类“
特殊”法庭的只能是那些由行政权力任命的法官。香港的大多数民
事和商业诉讼仍将由独立法庭审判，与中国内地相比，这类法庭提
供的司法保障要好得多。然而，任何与安全有关的诉讼则有可能受
到更隐密、更不可预料的、更有争议性的判决。

另外，那些重大的国家安全案件将在内地审判。诚然，这类案件极
其特殊，极少会影响到在港企业的各项活动。然而，发生影响企业
活动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例如，如果一家企业所获得的信
息在香港看来是合法的，但在内地看来是机密或“内部”消息，那么
这家企业就会面临上述情形，企业负责人将被迫遣送内地受审。

引入国安法所产生的此类后果可能会促使一部分外国企业（甚至
香港企业）离开香港，入驻新加坡或东亚其他地区。日本最近对这
些打算撤港的企业表示欢迎 32。

31 参考《安全法—Facebook，Google和Twitter搁置香港特区政府要求提供用户信息
的请求》，hongkongfp.com，2020年7月6日（https://hongkongfp.com/2020/07/06/
just-in-security-law-facebook-whatsapp-suspending-user-info-requests-from-
hong-kong-govt/）。
32  参考Peter Landers和Chieko Tsuneoka，《安倍对中国态度冷淡之际，日本向香港
企业示好》，wsj.com，2020年6月18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japan-woos-
hong-kong-business-as-abe-cools-to-china-1159247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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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一国两制”原则寿终正寝？

既然国安法现已颁布实施，香港面临三种可能的局面：或者短时间
依从中国内地，或者继续维持香港高度自治，或者北京强化对香港
治理和公民社会的直接控制以及对经济和金融界的间接控制。尽
管第三种局面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但前两种局面也值得分析。

1 短时间依从中国内地可能性不大

“一国两制”方针寿终正寝的可能性不大。北京仍然需要香港，需
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该地位所带来的便利，特别是在融资
和资金自由转移方面的便利。北京也希望稳定香港公众和商界的
民心。

另外，在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行政区别都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香港与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融合可能会在香港产生
巨大的动荡，以至于成为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新源泉。而此类问
题源泉现已有数个（如拒绝机构完全民主化、强化对政治反对派的
监督、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起初，“一国两制”方针之所以被保留，目的是感化台湾，劝说其回
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今天，即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眼
中，“一国两制”方针成功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吸引台湾，因为台湾
极其仇视与内地开展一切形式的政治亲近。相反，在入侵台湾的情
况下，国安法有可能成为范本，用以制服台湾人 33。无论如何，多位
中国领导人已承诺“一国两制”方针会在香港长期保留，包括2047
年以后，保留这一方针的目的尤其是要保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
信誉和维护香港社会长期稳定。

33 参考John Pomfret，《香港国安法可能成为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模
板》，washingtonpost.com，2020年7月6日（www.washingtonpost.com/
opinions/2020/07/06/hong-kong-security-law-could-be-chinas-blueprint-deal-
with-taiwan-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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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持香港高度自治由此终结

这一设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也很小。2012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央
政府的干预不断强化，此类干预会继续增加，从而有利于推行香
港国安法。

中国共产党的困扰在于，担心香港成为导致北京政权的颠覆基地。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控制香港，从而更好地扼制一切
反共力量。1997年被承诺的香港高度自治由此终结。

3 北京加强控制：对香港治理和公民社会直接控制，对经济和金
融界间接控制

随着国安法的引入，我们现在对“一国两制”方针进行一种十分狭
义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中国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如郑永
年34，所大力宣扬的那样，中央政府如今推进的是“二次回归”，因
为在这些人看来，1997年的第一次回归不仅没有圆满完成，且难
以令人满意。

北京将通过中联办，以及设立在特别行政区的公安和国安机构，加
强对香港治理的控制。

今后，香港居民将被转变成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要面对政
治方面的所有责任和限制：爱国主义教育；支持、遵守或至少不能
公开反对内地实行的“一元制”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的专政 
——以及与损害国家安全和共产主义政权稳定的“境外势力”保持
距离。

这并不是说香港现有的一切公共自由都会受损，香港特别行政区
可能仍会比中国内地更自由一些。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将来，首先
会更密切地管控香港社会和外界的关系，尤其是和美国、欧洲国
家、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从更广泛的层面看，中央政府将致力于提

34  郑永年是中国的政治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对当代中国的诸多方面和中国政治做过
研究，并有著述。2008年以来，他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并担任该研究
所所长，如果说他经常表示支持中国体制改革，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他专门阐述“中国
模式”在国际舞台崛起这一话题。他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常被中央政府官媒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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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香港的融入程度，这不仅包括在经济方面使香港更深层次地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位于珠江河口地区），也包括在政治上使香港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得更近。因此，我们将看到香港政治生活出现“
普京化”或“新加坡化”，因为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和李光耀、李显
龙领导的新加坡，自由、公平地参与政治生活不仅对本土派人士变
得愈发困难，而且对整个泛民主派阵营也是如此。香港的政治制度
已经倾斜，如果以高压方式实施国安法，香港政治制度将对亲建制
派更有利，一切政治反对派都可能被边缘化，目前尚处于混合式的
香港政治制度将变得更专制。中央政府在2014年曾提出的民主化
建议难以服众，但除此建议之外，任何机构民主化的可能性都不
存在了。

尽管如此，这种“普京化”或“新加坡化”可能会受到诸多抵制。美国
和中国之间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或者更直白地说，两国的新“冷
战”，必定会影响到香港，并重新点燃亲北京派和亲民主派之间的
冲突。中国政府将试图强化对香港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但
这种努力可能受到香港社会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在过去，香
港大部分公众常常是中国共产党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中共怀有
很深的疑虑。

学术自由可能会慢慢瓦解，但这个过程会更缓慢一些，高校很可
能继续承担抗议活动长期策源地的角色。最激进的那部分抗议者
将离开香港（如果有他们有用来离开的资金），但大部分抗议者会
留下，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影响当局，从而努力限制国安法产生的
影响。

2019年底，香港特别行政区超过一半的居民（55%）认为自己只是
香港人（他们中80%以上的居民不满30岁），不是中国人（11%）或
者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32%）。香港国安法的引入不太可能使
这些人改变观点，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从本质上看，北京的严格管控以及美国的制裁会促使一部分企业
撤离香港，转移到新加坡或别的地方。但如果这些企业的主要市场
是中国，留在香港的边际优势仍会起决定性作用。 出于这些原因，
像安盛集团、法国巴黎银行集团、雅诗兰黛、摩根大通、英国保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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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或者联邦快递这样的企业，就没有任何理由撤离香港。例如，中
国内地的医疗保险或私人保险市场快速发展，所以现在不是那些
跨国保险公司离开的时候。

在奢侈品行业，香港仍然具有优势，即保证所出售的产品有更可
靠、更优质的产源。一旦香港恢复稳定，并结束新冠肺炎危机，内
地游客尽管有比从前更多的目的地可选，但他们仍会重新到香港
旅游。因此，尽管可以想象内地游客的数量在将来不会达到往年的
水平（2018年为6500万），但内地游客仍将是香港外地游客中的大
多数。

然而，香港政治局面和社会局面的变化已经使多家企业推迟、暂
停、甚至取消入驻香港或在香港投资的决定。例如，英国和美国的
一些对冲基金打算撤出香港，到亚太地区的其他地方另起炉灶。

相反，更多被排除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外、或在那里遇到困难的
中国企业可能会决定到香港交易所融资。例如，2020年6月，中国
网络游戏公司，网易，就在港交所融资26亿美元（二级市场融资）；
同样，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在港交所融资39亿美元。其他一些中
国公司公布，它们打算撤离美国，到香港上市，其中包括搜索引擎
公司百度。

因此，香港可能成为中美经济逐渐脱钩的受害者，这种脱钩会影响
到已由中国企业广泛控制的香港股市的活动。然而，脱钩仍然是局
部性的。只要能在香港赚钱，大部分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更倾向于
采取政治缄默的形式（甚至政治拥护）。

北京的目的是说服企业和金融机构，使它们相信香港在经济方面
仍具有吸引力。大部分外国企业和银行将会半推半就地接受香港
政治生活的逐步“普京化”或“新加坡化”。

未来在诸多行业，特别是金融和股票交易、服务业和机场运输，香
港经济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的角色在收缩。传统的港口活
动将继续失去其重要性，这对内地广东或上海地区的港口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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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香港设立国安法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港独运动、在特区恢复北京
所认为的秩序、并尽量填平横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社会之间的鸿沟，
这条鸿沟日益扩大，使北京担忧。

这部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威慑和警告，它的威慑特征不可低估。它在
本质上是要安定商界人心，但它也会引发全社会、特别是一部分崇
尚自由的社会成员的焦虑。只有通过渐进的、柔和的方式引入这部
法律才能使香港人安心。过分粗暴地实施法律不仅会吓坏香港社
会，也会使外国企业、外国团体甚至香港商界人士感到害怕。到那
时，跨国公司可能会试图在东亚寻找其他的落脚点。

内地、香港和外国商界的支持是北京政权的赌注。如果香港社会
的大部分民众服从并对新情况习以为常，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会是
这场赌局的赢家，香港将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发挥经济
和金融方面的作用。然而，这一赌注事先并未赢得。如果说中央政
府的计划不仅包括消灭本土派力量，也包括使泛民主派组成的反
对阵营丧失合法性，并将其边缘化，但是中央政府可能会遭到香
港公民社会、政治党派、无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一部分精英（律
师、教师、研究人员、艺术家……）强烈而持久的抵制。但愿中央政
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然而自国安法生效以来所公布的措施更多
地表明，23年前所确定的机构体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将被大
幅修改。

无论如何，自1997年以来人们所熟悉的那个香港正在消失，一个
受中国共产党密切监督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会取而代之，只要中国
共产党仍是中国的执政党，这种局面就会持续下去。但从长远来
看，如果香港的民主反抗活动能存活下来，局面可能会逆转。和清
朝末期相似，香港将会扮演发动机的角色，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民主
化，并推动孙中山20世纪初就在香港大力呼吁的民主化，难道不能
打这样的一个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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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
第一节 职责
第二节 机构

第三章 罪行和处罚
第一节 分裂国家罪
第二节 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三节 恐怖活动罪
第四节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五节 其他处罚规定
第六节 效力范围

第四章 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第六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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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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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
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
稳定，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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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
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违背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
有根本责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
家安全的职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本法和
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
活动。

第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
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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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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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应当坚持法治原则。
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
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任何人
已经司法程序被最终确定有罪或者宣告无罪的，不得就同一行为
再予审判或者惩罚。

第六条 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法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
认或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二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

第一节 职责

第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
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

第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应当切实执行本法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有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
活动的规定，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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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
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
理。

第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
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
法意识。

第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事务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并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职责的情况提交年度报告。

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长官应当就维护国家安全特定事
项及时提交报告。

第二节 机构

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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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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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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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第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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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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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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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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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
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

第十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
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
员会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第十六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
配备执法力量。

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由行政长官任命，行政长官任命
前须书面征求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机构的意见。警务处维护国
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在就职时应当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遵守
法律，保守秘密。

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可以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聘请合格的
专门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任务。

第十七条 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责为：

（一）收集分析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

（二）部署、协调、推进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和行动；

（三）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四）进行反干预调查和开展国家安全审查；

（五）承办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交办的维护国家
安全工作；

（六）执行本法所需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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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检控部门，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工作和其他相关法
律事务。该部门检控官由律政司长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委员会同意后任命。

律政司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人由行政长官任命，行政
长官任命前须书面征求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机构的意见。律政
司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人在就职时应当宣誓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遵守法律，保守秘密。

第十九条 经行政长官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长应当从
政府一般收入中拨出专门款项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并核
准所涉及的人员编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
限制。财政司长须每年就该款项的控制和管理向立法会提交报告。

第三章	
罪行和处罚

第一节 分裂国家罪

第二十条 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旨在分裂国
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之一的，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
威胁，即属犯罪：

（一）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

（二）非法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
分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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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转归
外国统治。

犯前款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
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十一条 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
人实施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犯罪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

第二节 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二十二条 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
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
属犯罪：

（一）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
本制度；

（二）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权机关；

（三）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四）攻击、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履职场所及其设施，致
使其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犯前款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
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十三条 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
人实施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犯罪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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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恐怖活动罪

第二十四条 为胁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国际
组织或者威吓公众以图实现政治主张，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
或者威胁实施以下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之
一的，即属犯罪：

（一）针对人的严重暴力；

（二）爆炸、纵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三）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或者其他易燃
易爆设备；

（四）严重干扰、破坏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网络等公共服务和
管理的电子控制系统；

（五）以其他危险方法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者安全。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
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二十五条 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即属犯罪，处无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

本法所指的恐怖活动组织，是指实施或者意图实施本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或者参与或者协助实施本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的恐怖活动罪行的组织。

第二十六条 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恐怖活动实施提供
培训、武器、信息、资金、物资、劳务、运输、技术或者场所等支持、协
助、便利，或者制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
体等物质以及以其他形式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即属犯罪。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
他情形，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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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即属犯罪。情节
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其他情形，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二十八条 本节规定不影响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其他形
式的恐怖活动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采取冻结财产等措施。

第四节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十九条 为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请求外国或者境
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实
施，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
控制、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实施以下行为之一的，均属犯罪：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胁，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危害；

（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
政策进行严重阻挠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
果；

（四）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
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五）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对中央人民政
府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犯前款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
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条第一款规定涉及的境外机构、组织、人员，按共同犯罪定罪处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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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为实施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犯罪，与外国
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者
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的，
依照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五节 其他处罚规定

第三十一条 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实施本法规定的犯
罪的，对该组织判处罚金。

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因犯本法规定的罪行受到刑事
处罚的，应责令其暂停运作或者吊销其执照或者营业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因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而获得的资助、收益、报酬等
违法所得以及用于或者意图用于犯罪的资金和工具，应当予以追
缴、没收。

第三十三条 有以下情形的，对有关犯罪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一）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
发生的；

（二）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
其他案件的。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执法、司法机关未
掌握的本人犯有本法规定的其他罪行的，按前款第二项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实施本
法规定的犯罪的，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违反本法规定，因任
何原因不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可以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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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任何人经法院判决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即丧失作
为候选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立法会、区议会选举或者出
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公职或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曾经宣誓或者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
及公务人员、行政会议成员、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区议员，即时丧
失该等职务，并丧失参选或者出任上述职务的资格。

前款规定资格或者职务的丧失，由负责组织、管理有关选举或者公
职任免的机构宣布。

第六节 效力范围

第三十六条 任何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
的，就认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犯罪。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船舶或者航空器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
的，也适用本法。

第三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成立的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
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第三十八条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
用本法。

第三十九条 本法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本法定罪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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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

第四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本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但
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四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
侦查、检控、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本法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

未经律政司长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提
出检控。但该规定不影响就有关犯罪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并将其
羁押，也不影响该等犯罪嫌疑人申请保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审判循公诉程
序进行。

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因为涉及国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开
审理的，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全部或者一部分审理程序，但判决
结果应当一律公开宣布。

第四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在适用香港特别行政
区现行法律有关羁押、审理期限等方面的规定时，应当确保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时办理，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

第四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准
予警方等执法部门在调查严重犯罪案件时采取的各种措施，并可
以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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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证据的处所、车辆、船只、航空器以及其他
有关地方和电子设备；

（二）要求涉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人员交出旅行证件
或者限制其离境；

（三）对用于或者意图用于犯罪的财产、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与犯
罪相关的财产，予以冻结，申请限制令、押记令、没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发布人或者有关服务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协助；

（五）要求外国及境外政治性组织，外国及境外当局或者政治性组
织的代理人提供资料；

（六）经行政长官批准，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涉及实施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的人员进行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

（七）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拥有与侦查有关的资料或者管有有关物
料的人员，要求其回答问题和提交资料或者物料。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
等执法机构采取本条第一款规定措施负有监督责任。

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为采取本条第一款规定措施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从裁判官、区域法院法
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上诉法庭法官以及终审法院法官中指
定若干名法官，也可从暂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负责
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政长官在指定法官前可征询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上
述指定法官任期一年。

凡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不得被指定为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案件的法官。在获任指定法官期间，如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终
止其指定法官资格。

在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案件提起的刑事检控程序应当分别由各该法院的指定法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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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
终审法院应当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法律处理就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检控程序。

第四十六条 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进行的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提起的刑事检控程序，律政司长可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案件具有
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
指示相关诉讼毋须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凡律政司长发
出上述证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应当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
审理，并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

凡律政司长发出前款规定的证书，适用于相关诉讼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任何法律条文关于“陪审团”或者“陪审团的裁决”，均应当理
解为指法官或者法官作为事实裁断者的职能。

第四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关行
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关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的认定
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上述证明书对法
院有约束力。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第四十八条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
公署。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
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行使相关权力。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由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
家安全的有关机关联合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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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职责为：

（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就维护国家安
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
职责；

（三）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

（四）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第五十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严格依法履
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不得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法律
外，还应当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依法接受国家监察机关
的监督。

第五十一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经费由中央
财政保障。

第五十二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加强与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工作联系和工作
协同。

第五十三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协调机制，监督、指导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工作部门应当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
和行动配合。

第五十四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必要措施，
加强对外国和国际组织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外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的管理和服务。



54

政
治
创
新
基
金
会

第五十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

（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
区管辖确有困难的；

（二）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

（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

第五十六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案件时，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负责立案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有关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最高人民法院指
定有关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五十七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
起诉、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执
法、司法机关依法行使相关权力，其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
施和司法裁判而签发的法律文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法律效
力。对于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采取的措施，
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必须遵从。

第五十八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犯罪嫌疑人自
被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
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可以依法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
判的权利。

第五十九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任何人如果知
道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情况，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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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依据本
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

持有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制发的证件或者证明文
件的人员和车辆等在执行职务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人员检
查、搜查和扣押。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享有香港特别行政
区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

第六十一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据本法规定
履行职责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须提供必要的便利和
配合，对妨碍有关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并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
本法规定。

第六十三条 办理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有关执法、
司法机关及其人员或者办理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应当对办案过程中知悉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担任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配合办案的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应当对案件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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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本法时，本法规定的“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没收财产”和“罚金”分别指“监禁”“终身监禁”“充公犯
罪所得”和“罚款”，“拘役”参照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
的“监禁”“入劳役中心”“入教导所”，“管制”参照适用香港特别行政
区相关法律规定的“社会服务令”“入感化院”，“吊销执照或者营业
许可证”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的“取消注册或者注册豁
免，或者取消牌照”。

第六十五条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六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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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ndapol.org/etude/commandez-des-a-present-le-coffret-democraties-sous-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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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即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
（1997年7月1日）的前一天。国安法旨在恫吓香港公民社会，消
除一切反对之声。新的“罪行”由此将受到严厉惩处。某些条文造
成严重的法律无保障状况。新的安全机构在香港设立，它们由北
京直接领导，专门负责处理这类新“罪行”。
公民自由最先受到该新法律的冲击，香港公民社会在顺从和反抗
之间摇摆不定。商界和金融界被迫逐渐安分守己。美国的制裁是
有限的，不太可能直接影响香港商界。但是香港国安法可以通过
影响信息保密性，以及警察和北京安全机关从此享有的巨大权
力，从而影响商界。
鉴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声称“一国两制”原则寿终正寝呢？香港完
全融入中国内地可能性甚微，然而，保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也
不可能。北京的意图似乎是要行使更大的控制权，对香港治理和
公民社会的直接控制，以及对经济和金融界的间接控制。国安法
像是香港的“二次回归”。

通过  高敬文 和 劳伦斯·达齐亚诺
香港：二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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