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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創新基金會
一個自由、進步和倡導歐洲一體化的智庫

政治創新基金會成立於2004年，秉持自由、進步和倡導歐洲一體化的
宗旨。通過其研究工作，她致力於達成兩個目標：促進討論的多元化和
有案可稽，同時為公共決策提供靈感。

政治創新基金會被公認為是公共事業組織，她將所有研究成果收錄
在fondapol.org網站上，供大眾免費使用。另外，基金會平台data.
fondapol可以使每個人查詢歷次調查收集的所有數據。數據庫的使用
進一步延伸了政府規定的公共數據開放和共享政策。最後，如果是國際
性調查，按照調查問卷的語言，所提供的數據會有多個語言版本，例如，
以《重壓之下的民主》為題的調查在42個國家開展，調查數據就有33個
語言版本。

基金會有權將自己活動的一部分專注於她認為有戰略意義的問題上。
因此，對於人類改善、生殖克隆、人機雜交、基因工程和生殖操作所開闢
的新領域，「人類工程學」工作組審核並發起了探索這些新領域的研究
工作，並促進對超人類主義的思考和討論。人體改善和人類能力提高這
些領域的技術創新不斷拓展，帶來了諸多倫理、哲學和政治問題，而「人
類工程學」推出的很多文章探討了這些問題。

政治創新基金會是一個獨立機構，不受任何政治黨派資助。其收入來源
既有公共部分，也有私有部分。

http://www.fondapol.org/en/
http://data.fondapol.org/
http://data.fondap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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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即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1997
年7月1日）的前一天。國安法旨在恫嚇香港公民社會，消除一切反
對之聲。新的「罪行」由此將受到嚴厲懲處。某些條文造成嚴重的法
律無保障狀況。新的安全機構在香港設立，它們由北京直接領導，
專門負責處理這類新「罪行」。

公民自由最先受到該新法律的衝擊，香港公民社會在順從和反抗
之間搖擺不定。商界和金融界被迫逐漸安分守己。美國的制裁是有
限的，不太可能直接影響香港商界。但是香港國安法可以通過影響
信息保密性，以及警察和北京安全機關從此享有的巨大權力，從而
影響商界。

鑒於此，我們是否可以聲稱「一國兩制」原則壽終正寢呢？香港完
全融入中國內地可能性甚微，然而，保持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也
不可能。北京的意圖似乎是要行使更大的控制權，對香港治理和
公民社會的直接控制，以及對經濟和金融界的間接控制。國安法
像是香港的「二次回歸」。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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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universali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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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即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1997
年7月1日）的前一天。這部法律是在對中國有利的時機下頒佈的。
習近平2012年的走馬上任增強了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國安法的壓
力。同時，國際環境使北京在過去的八年裡逐漸強化對香港的控
制，且未引起真正意義上的反應1。

被補充到香港基本法之中的香港國安法及其66條條文2，旨在恫嚇
公民社會，消除一切反對之聲。新的「罪行」，尤其是推動香港獨立，
或者被稱為「恐怖」行為的、針對警察的暴力活動，將被嚴厲懲處。
某些條文造成嚴重的法律無保障狀況，例如對司法獨立的質疑和
對安全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加強。由北京直接領導的新安全機構被
設立起來，並專門負責處理這類「罪行」。目前它們和香港現有機構
並存，且對其實施密切監督。

1 關於香港國安法的政治背景，參考Sebastien Veg，《水火之中的香港：從2019年民
眾抗議到2020年國安法》， thediplomat.com，2020年7月1日（https://thediplomat.
com/2020/07/hong-kong-through-water-and-fire/）。
2 本文附錄中含有香港國安法的法語版翻譯。

香港：二次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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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受這項新法律衝擊的是公民自由。遊行和選舉以後將受到嚴
格管理。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司法權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行政權，
由行政權決定法官人選，排除外國法官。在香港的外國機構有可能
面臨和在中國內地相同的困難。

毫無疑問，香港公民社會將很快被馴服，它在順從和反抗之間搖擺
不定。教育將逐漸與「內地」模式趨於一致，新聞自由被壓制。

商界和金融界被迫逐漸安分守己。多家企業和銀行被迫服從新的
香港國安法。美國的制裁是有限的，不太可能直接影響香港商界，
但香港國安法可以通過影響信息保密性，通過警察和北京安全機
關從此享有的巨大權力，從而影響商界。

鑒於此，我們是否可以聲稱「一國兩制」原則壽終正寢呢？儘管香
港完全融入中國內地可能性甚微，然而，保持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也不可能。北京的意圖似乎是要行使更大的控制權，對香港治
理和公民社會的直接控制，以及對經濟和金融界的間接控制。國
安法像是香港的「二次回歸」。

I	在對中國有利的國際環境下頒佈法律

1儘管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制定國安法，但香港歷屆行政首腦
均未成功通過該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像是一部小憲法，它是香港1997年回歸中
國時實施的，對特別行政區政治機構的組織做出安排。根據香港基
本法第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3 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
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
立聯繫。」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起草頒佈國安法的規定表明，中
央政府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不應干涉立法程序。

3  此處強調由作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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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中沒有給出任何時間限制。在北京的授意下，香港第一屆
行政長官董建華4 於2003年試圖讓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國
安法，但由於遭到民眾的強烈發對，只好作罷。從那以後，他的兩
名繼任者曾蔭權5 （2005-2012）和梁振英6 （2012-2017）也未能重
新推動法案制定，害怕引發新的抗議浪潮。

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任期五年。 
選舉委員會最初由400人組成，現在由1200人組成，他們在行會的
基礎上選舉產生，是香港社會和經濟各界的代表。選舉委員會由38
個界別分組主導，而立法會的70名議員和區議會（經選舉產生的機
構）議員只占少數，因此選舉委員在很大程度上是親建制派和親北
京派。

行政長官的職務與總理類似，並不代表香港地區的主要政黨。一
般來說，行政長官有過高級公務員的經歷（如曾蔭權、梁振英或如
今的林鄭月娥），或者來自商界（如董建華），並獲得中央政府的信
任。因此有人懷疑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非公開黨員，而出人意料
的是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在香港正式存在的組織。行政長官選舉的
競爭性很低，因為任何反對黨派的候選人，例如民主黨和公民党，
沒有任何機會在選舉委員會獲勝。儘管行政長官由選舉產生，他必
須得到中央政府任命。因此，行政長官很大程度上被懷疑更多地代
表北京的利益，而不是香港人的利益，因為1997年以來，大多數香
港人的選票（55%到60%之間）是投給反對派的。但是因為每四年
選舉一次的立法會只是一個半民主性機構（70個席位中，有30個
席位代表親建制派的界別分組），反對派在立法會僅佔有少數席位

4 于1937年出生於中國上海，曾是商人，自1997年7月1日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起，擔任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長官。他藉口健康問題於2005年辭職，但眾多評論影射是由於他對
1997-1998年經濟危機和2003年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RAS）應對無力。香港民眾譴責他與
北京中央政府過於密切，且缺乏個人魅力。
5  于1944年出生於香港，2005-2012年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此前在英國殖民
政府時期擔任香港政府行政主任。任期內的重要事件是在北京中央政府與部分香港泛民
主派人士的談判之下，於2010年通過唯一一次選舉法改革：香港立法會民選議員席位數
從30上升到40，議員總席位會從60上升到70。
6  于1954年出生于香港，曾是企業主的梁振英在2012年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由於獲得北京的支持，他因而受到指責。2014年梁振英採納了北京關於選舉香港行政長
官的方案，即香港行政長官通過全民直接選舉產生，而候選人由親建制派主導的選舉委
員會確定，該方案引發了被稱為「雨傘運動」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其任期內，香港社會嚴重
分裂，香港獨立成為重要話題，極大損害了北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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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來23個席位），這就成為那些支持擴大香港民主的人
士持續感到沮喪的根源。

2 2012年習近平的走馬上任增強了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國 
安法的壓力

梁振英於2012年發起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遭遇失敗，另外，2014
年因北京拒絕引入民主選舉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而導致「雨
傘運動」，這就又一次耽擱了國安法法案的通過，以至於2017年上
任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2019年春天時仍然表示，通過國安法的
時機並不有利。但林鄭月娥同時發起另一部法案規定將被指控犯
罪的逃犯引渡到中國內地，該法案引發的廣泛抗議，促進了局勢
的改變。迫於抗議運動的壓力，香港政府於2019年6月中旬暫緩
草案的修訂工作，進而於2019年9月將其完全撤回，然而，此次抗
議活動造成香港社會的深度撕裂。

最頑固最暴力的一小部分抗議者使中國共產黨感到極為焦慮。在
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上，中共閉門討論的
時候決定無論如何也要通過國安法。

鑒於香港立法會最近幾年頻頻出現的阻礙（例如圍繞《國歌法》出
現的阻礙，該法最終於2020年6月12日生效），中國政府在2020年5
月21日宣佈，請求中國的立法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尤其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175名成員平均每
年召開6次會議），起草一部國安法，並將其補充到基本法的附件
三中，因為該附件列舉了為數不多的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20年5月28日採納了這一決定。三周以後，即
6月18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破例再次開會，並表示將要在剛剛
開幕的會議上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法（草案）》。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公佈了法律的摘要，但是其具
體內容一直等到2020年6月30日投票通過、法律被頒佈出來並被
添加到基本法附件三的時候，才被公開。這部法律草案的起草過程
中沒有開展任何公共諮詢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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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情形使得北京既能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又未引發真正的報復措施

當北京公佈國安法草案的時候，泛民主派陣營很快有所反應：對泛
民主派而言，該草案意味著由鄧小平構想的「一國兩制」原則壽終
正寢。西方國家也很快作出否定的回應。美國認為國安法危及香港
自治，所以威脅說要取消、或者至少要修改於1992年通過的、給予
香港特別行政區諸多行政（尤其是簽證政策）和商業便利（例如免
關稅政策）的《香港政策法案》。美國同時威脅要採取針對中國和香
港的制裁措施，但當時並未確定具體是何種制裁措施。

儘管歐盟表示不會制裁中國或香港，但也很快表達了它的焦慮。在
一封寫於2020年5月26日的信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何塞·伯雷利表示，北京對香港愈來愈強的管控不僅影響到歐盟在
香港的直接利益，也不利於維護建立在規則基礎上、以各國遵守法
律和政治義務為特徵的國際秩序。他同時呼籲歐盟制定連貫的、一
致的對華政策。

2020年6月17日，七國集團外長會議公佈了一份極力批評中國政
府的聲明7，聲明表示中國政府的決定既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也
不符合中國作出的國際承諾，這尤其包括1984年簽署、在聯合國
備案的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項聲明，中國政府承諾
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七國集團的聲明同時表示，國安法草案「會
危及促成香港多年繁榮成功的制度」8。

國安法生效第二天，在瞭解該法的具體條文之後，尤其是看到
2020年7月1日遊行時警察的逮捕行為9，外國政府的反應在措辭
上更為激烈，但迄今為止，未有顯著成效。加拿大提醒在香港的加
拿大人，要留心遭到「任意拘留」和被引渡到中國內地的危險，並
於7月3日，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約。聯合國中有27個國家，包括
法國和日本，懇請中國重新審視這部「威脅」到自由權利的法律。 

7  參照美國國務院，《七國集團外長關於香港的聲明》，媒體記錄，發言人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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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在當天逮捕了370人，其中有10人是依據國安法逮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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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鮑裡斯·約翰遜指出國安法違反了香港回歸的條件，他
於6月初在下議院宣佈，英國將擴大約35萬香港人的移民權，這
部分人於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出生，並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該護照原則上不允許他們在英
國居住。7月初，他又將該權利擴大至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照人
的子女，這將使290萬香港人有可能獲益10。北京表示有可能會採
取反制措施。但是，除了否認該旅行證件的有效性，並阻止香港人
使用該證件離開香港，很難想像中國政府有何種其他報復措施可
以採用。

美國是唯一一個決定制裁中國的國家。國安法摘要於5月末剛一出
爐，特朗普政府就公佈了報復措施，制裁所有和實施國安法有關的
香港或中國公務員。2020年7月3日，美國國會一致通過《香港自治
法》，進一步擴大制裁措施，那些接納被制裁的公務員作為其客戶
的金融機構，也要受到制裁，這在香港的國際銀行界引發了一定
的不確定性。7月14日，特朗普總統簽署了《香港自治法》，同時利
用該法在實施方面所提供的靈活性（豁免權11）。同時美國國務院
於6月末宣佈美國將停止對香港出售高科技和軍事裝備。儘管如
此，由於美國同時試圖保護在香港經營的美國企業的利益，所以
這些制裁措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質上不能阻撓國安法的實施。

自從抗議和遊行活動頻繁增加以來，北京就醞釀要對香港採取強
制措施。2020年初的國際環境以美國衰退和新冠肺炎危機為特
徵，這就提供了有利的時機，因為它降低了那些疲于應對本國疫
情和經濟困難的國際社會成員採取應對措施、尤其是採取制裁的
可能性。果然，7月初，中國政府就成功說服70多個國家支持其國
安法，暫時把奉為圭臬的不干涉內政原則拋在腦後 12。

10  參照Alasdair Sandford, 「香港：約翰遜和拉布承諾為英國國民取得英國國籍提供新‘
路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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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免權是美國總統及其他聯邦政府高級官員使用的行政工具，它允許有選擇性實施
地實施某些法律。
12  參照「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70多個國家支持中國的香港國安法」，globaltimes.cn, 
2020年7月3日（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934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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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法律條文旨在恫嚇公民社會，消除一切反抗

國安法開篇（第9條）13就指出，學校、大學、社會團體、媒體和互聯
網將會受到國安法的密切監督。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就國安
法實施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應當提交關於國安法職責履
行方面的年度報告（第11條）。國安法結尾處有多條規定，尤其是
一些規定指出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國安法比香港特區其他所有
法律都要優先適用（第62條），同時，法律的解釋權歸北京的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有（第65條）。

1 處罰措施嚴格的新「罪行」被補充到香港基本法中

在法律草案中列出的四種主要新罪行包括「分裂主義」（第20條）、「
顛覆國家政權」（第22條）、「恐怖主義」（第24條）和「勾結外國或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第29條）。草案對第四種罪行的定義有所改
動，取代了先前的「外國或外境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
動」。所有這些罪行都有可能受到嚴厲處罰，煽動者可處以至少10
年監禁或終身監禁，參與者可處以3年到10年監禁。揭發其他參與
者的行為可以減輕處罰（第33條）。違反該法的外國人可以被驅逐
出境（第34條）。

國安法規定因違反該法而遭到處罰的人不能成為選舉候選人或擔
任公職（第35條），這一規定可以更容易地將反對派剔除。反對派在
香港地方選舉中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成績，原本被期望於 2020 年 9 
月開展的立法會選舉中能獲得更多席位；但在八月初香港政府以
疫情為由宣佈推遲立法會選舉一年，並獲得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決議批准。

但國安法不止於此。實際上，它的有效範圍不僅包括在香港實施的
罪行，或者對香港產生影響的罪行（第36條），也包括自然人和企
業、基金會和無政府組織等法人（第37條），還包括「不具有香港特

13 本文附錄中含有香港國安法的法語版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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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區「以外」針對香港實施
的犯罪行為（第38條），這就相當於確立了香港國安法的治外法權。

綜合來看，這部法律最大的隱患既包括該法所列舉的危害國家安
全的罪行所具有的嚴重模糊性，也包括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政
權對國家安全採取了較為寬泛的定義方法。實際上，香港國安法
並未就國家安全這一概念給出定義：是國家的安全還是政權的安
全？是法律意義上的國家組織的安全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安全？

2 設立專門處理這類新「罪行」的機構，與香港現有機構並存

香港國安法要求設立一個新機構，即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2
條），它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領導，並向中央政府負責。該委員會
秘書長由中央政府任命。

但該委員會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它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同樣也是
由中央政府指派（第15條）。不出所料，擔任中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
絡辦公室主任的駱惠甯，於2020年7月3日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
顧問。

香港特區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在警務處處長
（Commissioner of Police）的指導下，負責執行國安法（第16
條）。它將和中國內地負責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的機構合作，並在
工作上得到它們的協助。然而就目前來看，這一新部門的大小，以
及規範該部門與內地公安、國安機構相互關係的程序尚不明確。

香港回歸以來，香港警方和中國內地公共安全機構的關係十分密
切。自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它們的關係進一步加強。從2019年
夏天開始，多個消息來源證實香港警方內部存在內地公安人員，這
些人很可能集中在香港警方的等級制度內部。他們的存在將變得
更明顯，尤其是，他們在香港的存在將首次被正名。實際上，2020
年5月，消息就已經宣佈來自內地的公安和國安機構的辦公室以
及負責間諜活動和反間諜的機構將會在香港成立。1997年以來，
中國的國家安全人員取代英國統治時期的政治保安處， 從那以
後，他們很有可能就已經在香港活動，但迄今為止，並沒有扮演任
何正式角色。這種局面以後將不復存在。國安法第48條至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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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在香港設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該機構
被賦予了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並對香港負責國家安全的機構
進行指導和監督。儘管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人
員必須遵守香港法律，但他們僅對其上級負責（第50條）。該機構
由中央政府提供資金支持，並和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
的其他機構密切合作，尤其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中聯辦）、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駐港特
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駐港部隊）（第52條）。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負責對設立在香港的外國領事
館、無政府組織和國際媒體機構實施更密切的監督（第54條）。它有
權處理國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複雜案件」，尤其是勾結境外勢力的
案件。在這種情況下適用中國的刑事訴訟程序，「犯罪嫌疑人」需要
被移交中國內地，並在內地定罪和審判（第57條）。「犯罪嫌疑人」有
權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第58條）。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公署的工作人員不受當地警方的督查，並享有和中國外交官或
中國人民解放軍相同的豁免權（第60條）。根據相關消息來源，已經
有300名公務員被指派到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主要負責人于2020年7
月3日被任命，他們包括：鄭雁雄（署長），曾是廣東省第三號重要
人物，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主要負責宣傳部門；李江舟（副署長），
曾擔任公安部駐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部長；孫青野（副署長），國
家安全部公務員，出於這個原因，他的背景甚少披露。

如此一來，中央政府就有了正式的、合法的手段，對那些可能危害
國家安全的個人和組織實施更密切的監督。由此，香港警方的支
持對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下降，因為中央政府可以在公安和國安的
協助下，同時開展調查。

2020年6月中旬，擔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之一的鄧中
華宣稱，對發生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的少數嚴重危害國安法的
案件，中央政府希望行使調查權、立案權和在內地審判的權力。儘
管他表示大多數違反國安法的案件將由香港的公安機關和司法
機關處理，但他的言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引起了強烈的擔憂，包
括那些公開支持北京的人士也表示擔憂，例如葉劉淑儀，她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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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擔任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並于同年作為第一部國安法草
案的主要起草人。很明顯，鄧的言論旨在恫嚇一切可能犯下危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罪行的香港居民或取得外國國籍的香港人。
雖然鄧中華確定國安法具有法不溯及既往的特徵，想要以此安撫
人心，但以外交官為首的眾多觀察者擔心這部法律會溯及既往，
並因此被用來制裁那些發生在過去、且被國安法認定具有顛覆性
質的政治活動。

這部新法律引發了諸多疑問，包括普通法在適用於香港某些刑事
違法行為時將受到的限制，以及普通法和中國其他地區實施的社
會主義內地法的兼容性問題。將犯罪嫌疑人轉移到內地的規定表
明，犯罪嫌疑人將無法要求得到普通法提供的法律保障。儘管鄧
中華和中央政府的其他領導表示，「無罪推定」原則在內地同樣受
到遵守（國安法第5條有此規定），希望平息疑慮，但很少有香港人
信任內地的司法制度，因為該制度在每一層級都由中國共產黨領
導，即由政治警察領導。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國安法將增強中聯辦的干預能力（第52條）
。自2020年初以來，中聯辦已正式解釋它不再受基本法第22條的
約束，而這一條款規定中央政府各機構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行管理的事務。但事實上，多年以來，尤其是習近平自2012年掌
權以來，香港中聯辦已成為香港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它時常給林鄭
月娥掌管的香港特區政府各部門下達指令。

我們已經提到，2020年1月以來，中聯辦由駱惠寧這一重要人物掌
管，他是中共中央委員，曾擔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和習近平關係
密切。2月初以來，另一個重要人物，同時也是習近平的支持者，夏
寶龍，接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一職。與此同時，中聯辦被
整合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駱惠寧（和他在澳門的同事一樣）
成為辦公室副主任。

中聯辦近期的干預行為包括2020年4月對立法會議員郭榮鏗的聲
討。郭榮鏗是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副主席，他被指責阻撓《國歌
法》的通過。不久之後，郭榮鏗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領導職務幾
乎強制性地被一位建制派女議員取代，《國歌法》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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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警察權力擴大

根據國安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警務處在2020年7月初設立了負責
實施國安法的部門（第16條）。該部門被賦予了廣泛的調查權（第
17條），它可以搜查自然人和法人的住所、車輛和電子設備，這些
職能的履行不一定非要取得法官的批准。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
門也可以凍結任何嫌疑人的銀行賬戶、截取其通訊內容、禁止其
離開香港或迫使其刪除電子信息，拒不服從的可以實施罰金或監
禁的處罰。它也有權要求一切外國機構提供資料，即使這些機構並
非設立在中國境內（第43條）。7月7日，《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
則》生效，它明確了在何種條件下警方可以在未經法官授權的情況
下採取行動。這些條件既模糊又寬泛（例如「根據調查的需要」），直
接違背了國際法準則和法治國家的概念 14 。香港國安法的這一特
徵也明顯違背了香港現行的普通法精神。 

III	公民自由最先受到這項新法律衝擊

1 抗議活動、公開表達意見和選舉活動由此受到高度監視

香港國安法不僅制裁分裂主義、顛覆國家政權、叛亂暴動、叛國行
為、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行為，也制裁那些有可能引發這類行
為的公共言論。因此，香港國安法包含的罪行在定義上十分寬泛
模糊。例如，支持港獨的言論或譴責中國政治制度的言論有可能
成為刑事處罰的對象。

另外，一切通過「非法方式」、有可能引發對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憎恨」的言論也被「刑事化」。由此，國安法首次在香港設
立了言論罪。

14  參照《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2020年
7月6日（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02449e/es2202024491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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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們所擔憂的情形相反，官方聲稱國安法法不溯及既往。然
而，香港和內地的公安機關對所有那些在國安法出台之前、曾有
過違反該法的行為或言論的個人和組織，將實施密切監督。 香港
國安法加強了先前法律規定的懲罰措施（至少10年監禁甚至終
身監禁，然而2009年實施的澳門國安法規定「煽動叛亂者」處以
10年監禁）。

儘管遊行示威的權利在原則上沒有受到威脅，但實際上有可能逐
漸被否定。7月1日是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的第一天，這天的遊行活
動很好地表明了這種趨勢。出於衛生和公共秩序的原因，遊行活動
被禁止開展，只彙集了幾千名參與者。由於很快受到警察的驅逐，
他們無法形成像樣的遊行隊伍。很多人被逮捕（370人），還有一些
人首次因違反國安法受到審訊（十幾個人），這些事件會使諸多年
輕抗議者在未得到警方明確許可的情況下放棄遊行，而警方的明
確許可很可能越來越難以取得。

因此，梁振英在2020年5月發出的警告或許值得重視。他表
示，1990年以來每年6月4日在維園舉行的紀念天安門廣場大屠
殺晚會，以後很可能無法舉辦了。

至於組織機構，那些支持香港自決的「本土派」政黨， 以及和法輪
功相似、在中國內地被視為違法的宗教組織，很有可能將被驅逐。

2016年由黃之鋒、周庭和羅冠聰創建的民主派政黨香港眾志首當
其衝：該党於6月30日自行解散，羅冠聰離開香港。以《蘋果日報》
為代表的那些激烈抨擊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機構也受到威脅。最遲
從7月初開始，《蘋果日報》社長黎智英就受到持續監視，並在 8 月
初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為由逮捕。黎智英目前
已獲得假釋，但被禁止離開香港。

2020年6月17日，86個香港機構和國際機構（包括非政府組織、宗
教機構、文化機構和人權組織）聯合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
戰書，表達他們對香港國安法的擔憂，以及對未來在香港開展各項
活動的擔憂 15 。

15  參考《來自86個組織的公開信—中國：放棄國安法以維護香港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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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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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家香港、內地、臺灣或外國的工業和商業企
業受到香港國安法的制裁。但是如果一家企業給那些被中央政府
認為有獨立或顛覆主義傾向的政黨或政界人士提供資助、企業公
開表達此類觀點或允許其員工公開表達此類觀點，那麼企業有可
能因違反國安法受到法律制裁。針對違反國安法的一切電子通訊
所規定的限制性措施，無疑會增強外國企業的擔憂。

香港國安法剛開始，警方就迅速封禁連儂牆，這讓許多香港人措手
不及。連儂牆往往設立在支持抗議活動的「黃絲」咖啡館或餐館中，
上面貼滿便利貼，用來表達特殊的政治訴求。實際上，並不是所有
的便箋都支持港獨，事實遠非如此。大部分便箋要求政府滿足反引
渡運動的訴求，尤其是就警察暴力問題開展獨立調查，並要求對香
港的政治機構推行真正的民主化。對言論自由的這一新限制顯然
進一步損害了香港自治。

香港國安法也為當局取消民主派或本土派候選人參加2020年9月
6日立法會選舉的資格提供了便利16 。潛在的本土派候選人，如黃
之鋒，尤其會受到衝擊，但人們擔心所有那些批評過國安法的泛
民主派候選人，都會被負責選舉登記的選舉主任取消資格。選舉
主任在選舉資格問題上幾乎享有完全自由裁量權，在之前的選舉
中這一權力已經被使用過，尤其是在2016年用以疏遠那些支持港
獨或香港自決的候選人，如賴綺雯或梁天琦。香港特區領導人的
某些聲明表明了這一意圖，他們要求每一個候選人效忠基本法，
尤其是基本法附件三，選舉之前就已懷疑泛民主派候選人支持香
港國安法的誠意，並讓負責選舉登記的選舉主任全權負責這一事
項17 。某些在2018年立法會補選中被取消資格的候選人，如周庭，
後來在法庭取得部分勝利（出於程序缺陷），但法官並未因此從根
本上否定與她有關的行政決定的效力。

中央政府和香港親建制派的目的是，無論如何都要防止泛民主派
政黨控制立法會大多數席位。 儘管出於立法會選舉程序扭曲的原
因，反對派很難達到控制立法會的目的，但泛民主派陣營在2019

16  參考《北京可能利用新法律打壓香港政界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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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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區議會選舉——這是唯一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中取
得的意想不到的勝利，增加了中國共產黨的擔憂。

從更廣泛的層面上看，國安法有可能損害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的實施，而該公約既包含在香港基本法中，
也包含在香港國安法中（第四條）。事實上，國安法作為全國性法
律，效力要高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1991），後者是香港的地方
性法律，它包含了聯合國公約中所列舉的權利。值得注意的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這項聯合國公約，但並未批准通過。

2 行政權對司法的控制更強

香港國安法有損司法權的獨立性。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所有法官
都是由行政長官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任命的，該委員
會的意見一般都會被採納。然而，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法官此後將
直接由行政長官指定和任命（第44條）。行政長官在做出決定之前
可以徵詢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但此
類徵詢不是必須的。2020年7月3日，林鄭月娥任命了6名法官，但
是只有一位主要法官的姓名被公開。

另外，儘管外國法官常出現在香港的各類法庭中，但他們無權審理
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案件，此類案件由專門的司法機構審理。這些來
自英國或者像澳大利亞、加拿大這樣的共同體國家的法官所具有的

「雙重效忠」，在中央政府看來是有嫌疑的18 。這一變化引發商界
人士的擔憂，這種擔憂尤其表現在知識產權保護或者與中國大型
國有企業產生糾紛的問題上。

國安法也會削弱香港獨立反貪污機構的作用（即廉政公署）。最近
幾年廉政公署已經多次受到質疑，尤其是因為它拒絕調查香港前
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收入，而這些收入在一些人看來屬違法所得。與
國家安全有關的貪污案件以後有可能都和廉政公署無緣了。如果
這類案件牽涉到中國內地的企業，它們可能由中央政府國家安全
機構處理，中共紀律檢查機關負責密切協調。

18  參考Kimmy Chung和Gary Cheung，《北京表示，因外國國籍而有「雙重效忠」問題的
法官不應審理國家安全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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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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國機構有可能面臨和在中國內地相同的困難

有了國安法的支持，以後要打擊或解散外國機構將變得更容易。例
如，像國家民主基金會或全國民主研究所這類的美國機構，由於北
京指責它們依附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以很可能被封禁。這類機構為
一些研究或項目，包括學術研究項目，所提供的資助，可能也會被
禁止。同樣，一些致力於人權事務的無政府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
也許很難維持其在香港的辦事處。某些無政府組織，如人權觀察，
考慮搬遷到臺灣。

如果說像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或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這類
的德國政治基金會，在中國內地受到諸多限制，那麼它們是否能在
香港和從前一樣運營，我們拭目以待。

IV	被快速馴服的公民社會

1 順從還是反抗

關於香港公民社會對國安法會做出何種反應，我們知之甚少。儘管
2019年發展起來的抗議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被平息，但不能排除抗
議活動死灰復燃、甚至出現新暴力行動的可能性。

在發生極端暴力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或人民武裝警察的干預有
可能發生，而且人民武裝警察的某些部隊已經駐紮到駐港部隊的
軍營內。部分武警部隊駐紮香港是一個新的、但非正式的現象，武
警駐紮的最主要特點是威懾。然而，和駐紮在香港境內、主要起象
徵作用的人民解放軍不同，如果香港警方萬一無法應對某種情形，
武警可以支援香港的31000名警察，和他們並肩作戰。官方數據顯
示，香港特別行政區人民解放軍軍營共有5000名軍官和士兵，但
實際上他們在香港特區境內的人數不足2000。相反，武警部隊的
人數是個未知數。另外，如果出現危機，駐紮在深圳的武警也有可
能干預，2019年時，他們已被公開集結準備派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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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信譽可能會受到嚴重損害，這
種損害至少會持續一段時期。持續時間長短要取決於武警採取暴
力的程度和武警干預在當地遭遇的抵制。如果武警能幫助恢復秩
序，穩住商界人心，武警干預產生的負面影響就將是暫時性的。相
反，如果商界認為武警干預威脅到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信譽，那麼
香港特區政府就應儘快以己之力，控制局面。

只要香港警方有能力管控、禁止或疏導抗議活動，防止抗議活動升
級為暴力，那麼以上所設想的仍然是一種極端情形，發生的可能性
極小。儘管我們不能排除香港學生或其他行業的年輕人重新開展
抗議活動或激進活動的可能性，但香港社會中其餘的那些人雖然
擔憂，卻希望恢復正常生活，因而表現出某種逆來順受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經濟生活不太可能會受到嚴重干擾。隨著因
新冠肺炎而設立的各項限制性措施在香港逐漸撤銷，消費會重新
起步。去往衛生狀況安全的國家（如泰國）或地區（如澳門或廣東）
的旅遊逐漸恢復，這也有助於推動消費再次上漲。

另外，自國安法公佈以來就一路上揚的香港股市，愈發被內地的大
企業集團所主導（占2020年市值的將近80%）。中國經濟和美國經
濟逐漸脫鉤，這會促使香港股市變得更加「中國」。

至於那些香港大亨，他們在這場變局中所起的作用有限。香港國
安法起草的時候，沒有人徵詢他們的意見，很明顯，他們在香港回
歸時所佔據的主導地位已不復存在了。長期以來，作為長江實業老
闆的香港首富李嘉誠 19，努力把自己的財產和投資分散在各地。雖
然他的例子並沒有被所有人效仿，但對香港的諸多經濟和金融界
人士而言，李嘉誠的決定仍然是他們的靈感源泉，並對他們產生
影響。香港大亨的帝國不會被瓦解，但它們會繼續喪失其相對影
響力。有一些將被邊緣化，或者被迫和內地公有制或私有制新集
團合併。

19  這位身價億萬的富商於1928年出生於中國，他的財富主要來自房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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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逐漸與「內地」模式趨於一致

學校裡對政治自由的限制也令人憂慮。從2020年6月12日起，香港
的所有學校必須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並教會學生共產主義
的中國國歌20 。學生們必須學會、並定期唱國歌。但香港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表明，抗議運動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將被禁止演唱，而流
行音樂《熱愛基本法》則被允許演唱 21。重要性不同，故應對措施不
同。

這些新的禁令在短時間內很難被遵守。事實上，6月18日就有一些
高中生22 無視政府權威，在學校裡唱《願榮光歸香港》，並喊道「香
港獨立，唯一出路」。然而7月6日宣佈的措施給人們澆了冷水，它要
求公共圖書館、繼而也要求學校將那些支持港獨的書籍、甚至類似
于公民党議員陳淑莊所著的支持民主的書籍做下架處理。書籍下
架預示者堅決打擊「本土派」運動、打擊支持擴大香港民主的思想、
或僅僅是批判中國共產黨的觀點。

學校教授的課程、歷史考試中的問題設置和其他被認為「自由化」
的學科也可能受到更嚴格的控制。這些學科以及教授這些學科的
老師越來越受到包括林鄭月娥在內的建制派的批評，他們被指責
為近期抗議活動的罪魁禍首，且應對香港學生缺乏「愛國主義情
感」負責任 23。

2020年6月初，香港八所大學的校長被要求表示支持國安法。如果
說這八所大學的校董會都支持這部新法律，但八位校長中只有五
位採取了這種做法。用中國的行話來說，中國共產黨所要求的這種
表示效忠的行為被稱作「表態」。

20  參考《教育局就展示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向學校提供指引》，info.gov.hk，2020年6
月18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18/P2020061800527.htm）。
21  參考《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在學校被禁》，news.rthk.hk，2020年6月11日（https://
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531437-20200611.htm）。
22  參考Chan Ho-him和Victor Ting，《香港抗議：校長警告有紀律處分後英華書院學生
挑釁 教育局對校園群體事件「高度關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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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參考Kelly Ho，《林鄭月娥稱學生不能被「虛假、片面」的信息「毒害」，表示要採取
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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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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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如果說大學的自主性越來越受到限制，但學術自由仍
受到保護。然而，國安法明顯把大學作為其目標，和其他學校一樣，
大學必須教授國安法規定的內容，並開設愛國主義教育的課程。此
類措施很可能受到學生的抵制，然而，抵制行為帶來的風險很可能
促使大部分學生接受或者假裝服從此類措施。關於教學內容方面
可能受到的限制，特別是那些與社會科學有關的學科，以外籍教師
為首的教師隊伍有很多疑慮。事實上，儘管中國大學需要服從審查
制度，但它們在實力和知名度方面的提高，可能會促使中央政府逐
漸放寬對香港大學的政治限制。社會科學會遇到一些困難，但自然
科學不會，因為這是唯一讓中國共產黨真正感興趣的學科。

事實上，某些研究課題已經讓香港的大學教師避之不及，如新疆維
吾爾族人的問題，西藏的政治問題，或中國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活
動。那些有外籍大學教師任職的機構，如香港研究資助局，繼續管
理科研，並提供研究經費。這種操作方式目前尚未受到威脅。然而
沒有人能保證學術自由一定能維持不變 24，即在不受任何政治限
制的情況下，可以教授所有課程、並就所有課題開展研究。自由度
高低將取決於大學教師和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北京中央政府所能建
立、並維繫的力量均衡。

3 新聞自由被壓制

近年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受到破壞，這種破壞範圍會逐漸加
大。這就是為什麼香港電台的自主性在縮減，2020年3月，香港電
台受到批評，原因是它播出了一期嘲諷香港警方的節目 25，或是提
了某些關於臺灣的政治不正確的問題，特別是有關臺灣被世界衛
生組織疏遠的問題。7月初，某些與北京關係密切的香港人士警告
外國媒體，要求他們避免支持港獨運動或者發佈「假新聞」，否則
有被驅逐的危險 26。

24 參考《香港現在必須依靠自身努力保護學術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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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參考Tom Grundy， 《政府要求公共廣播公司因「侮辱」警察致歉，數小時後諷刺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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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Primrose Riordan和Nicolle Liu，《外國記者受到有關港獨報道的警告》，《金融
時報》，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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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國安法可能對新聞自由產生的危害，無國界記者組織在今
年6月18日表達了它的擔憂27 。一項調查表明，香港98%的記者反
對國安法28。他們尤其擔心如果過分支持或同情抗議運動，會被指
控洩露「國家機密」、與「恐怖主義」活動串通、搞分裂主義或顛覆
國家政權。國際媒體也在被打擊之列，特別是2020年1月以來，林
鄭月娥指責外國媒體機構支持抗議者，干涉香港內部事務 29。根
據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在新聞自由方面的排名由2002
年的第18名下降到2020年的第80名 30。

V	被逐漸馴服的商界和金融界

1 多家企業和銀行被迫服從國安法

在要求香港各界做出擁護表態之前，2019年抗議運動的時候，北
京就已經要求香港一家航空公司，即國泰航空，制裁那些支持抗
議運動的員工。當時中國國有企業中國航空僅持有國泰航空30%
的股份。但由於北京威脅要暫停飛往中國內地的航線，所以國泰航
空只好讓步，該公司在很大程度上（45%的股份）仍由英港合作的
太古集團控制。2020年6月初，為避免國泰航空集團倒閉，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為其注資390億港元（約合50億美元），這使得太古
集團、中國航空和卡塔爾航空所持股份分別被調整為42%、28%
和9.4%。因此，希望成為國泰航空長期股東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名正言順地在該集團董事會委派了兩名觀察員。以後，國泰航
空的職員公開表達任何批評性政見都將變得更困難。

27  參考《香港：國安法會怎樣被用來針對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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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香港：絕大多數記者反對中國的國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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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Matt Clinch，《林鄭月娥暗示香港抗議活動受外國影響：「也許有某些因素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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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https://rsf.org/en/rank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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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香港國安法的內容尚未公佈，儘管滙豐銀行和渣打銀
行的總部設在倫敦，但這兩家銀行不得不公開表態支持香港國安
法。這兩家銀行實際上在香港扮演官方的角色：加上中國銀行，這
三家銀行是港元的發行機構。滙豐銀行和渣打銀行處境微妙，因
為英國政府和一些股東要求它們遵守英國法律規定的企業社會
責任，而且尤其要遵守有關人權和民主的政治責任。要打破僵局，
備選的解決方案包括將兩家銀行分裂開來，這樣一來，銀行在香港
的業務就不受上述義務的約束，反之亦然。

消息指，除了中國的國有企業或官方機構，其他公司或金融機構也
被以非公開的方式徵詢過意見，要求他們擁護香港國安法。但在大
多數情況下，這種擁護的表態並未公開，因為企業試圖保護自己免
遭抗議運動積極分子的報復，同時，北京希望維護香港的吸引力。

信息保密的承諾並沒有讓所有企業信服，這就是為什麼一位擁有
多棟樓房和多個商業場所的香港房主拒絕簽署確認書，因為他擔
心抗議者會把他的商店破壞得一片狼藉。目前還難以知曉此類表
示效忠的要求是否已擴大到所有在港的外國集團，例如奢侈品行
業或零售業。很有可能的情形是，中國共產黨或其代表只接觸了、
或者將只會接觸那些大企業。

香港商界、甚至在港的外國商界的諸多代表希望恢復平靜，因此
對香港國安法表示支持。外國公司或金融機構不得不「自律」，或
者裁掉那些利用機構身份、發表抨擊中國的言論的職員。自1860
年起法國巴黎銀行集團就在香港經營，2019年，該銀行不得不鄭
重道歉，並表示已對本銀行的一名香港職員採取內部措施，這名
職員曾在社交軟件上嘲笑一群在香港唱中國國歌的人。

香港的自主權逐漸喪失，但只要這種變化不影響商界的日常經營，
商界人士就會習以為常。另外，商界人士是2019年、甚至也是2014
年抗議運動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儘管北京認為已成功將商界人士
攬入自家陣營，實際上，對於國安法導致的後果，這些人士要比他
們在公開場合所宣稱的更為擔憂國安法的實施可能導致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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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朗普政府的制裁不太可能動搖香港商界

儘管特朗普政府揮舞制裁大棒威脅中國，但制裁內容尚未完全公
開，而且到目前為止，措施的效果有限。然而，制裁措施不太可能直
接損害13000個在港美國企業和85000名在港美國人的利益。香港
美國商會已經多次表達了它的擔憂，擔憂的對象既包括香港國安
法的影響，也包括特朗普政府可能採取的制裁措施的性質。

美國很有可能採取針對性的制裁措施，避免引入「核武器」一類的、
具有徹底毀滅性的極端措施，這類極端措施如禁止使用美元交易
或者引入限制資產轉移美國（或者反方向轉移）的措施。制裁措施
也不能包括對來自香港 -- 或許也要把來自中國內地的算在內 -- 、
由非中國企業製造（香港對很多中國產品再出口）的產品和服務徵
收關稅。在與香港的交易中，美國享有貿易順差（2018年達310億
美元），所以可能會成為此類限制措施的首要受害者。

2020 年 8 月 7 日，美國財政部就宣佈制裁 11 名損害香港自治的
陸港官員，其中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警務處處
長鄧炳強、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新任的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等。被
制裁官員在美國可能持有的資產將被凍結，並在一般情況下禁止
他們與美國公民、或在美國境內交易。

根據《香港自治法案》，那些應當對損害香港自治負責任的個人或
團體（如警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果中國銀行或企業已經與
這些個人或團體有「重大交易」，那麼它們可能會受到制裁。中國
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信銀行很可能已被列入
制裁名單。但目前為止，很難確定哪些企業將真正被制裁。

美國的制裁將直接波及高科技行業。儘管美國聯邦調查局和香港
海關的合作由來已久，而且這種合作原則上可以防止一切被轉移
的技術秘密流向內地，但在將來，任何先進技術或雙重用途技術轉
移到香港所受到的限制，將會和技術轉移內地受到的限制趨於一
致。自從美國於2019年11月通過並頒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
來，對技術轉移的管控已經得到加強。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引入，管
控措施變得更加嚴格了。這些限制措施不僅會影響到已成為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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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政府眼中釘的華為和中興，也有可能波及眾多中國企業。香港各
大高校的研究中心也有可能受到影響，如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中
心，它們常常與內地的研究機構有密切合作。

3 國安法對信息保密有風險，會直接影響商界

安全和香港法律體系的其他方面之間的界限可能會引來麻煩。這
個問題尤其涉及到外國公司、甚至香港公司的數據保密和企業的
網絡安全。以國安法為由，香港警方所開展的公共安全或國家安全
調查會在何種程度上損害數據保密，目前尚未可知。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是否能繼續確保信息通訊的安全和原則上被保障的通訊自
由？儘管Google、Facebook和Twitter仍然可以在香港使用，但今
後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而且如果一家企業因觸犯國安法成為被
調查對象，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也可能受損。

這就是為什麼Facebook、WhatsApp、Twitter和Telegram以
信息自由和個人生活隱私為由，於2020年7月6日宣佈，如果香港
警方要求它們提供客戶信息，它們會暫停與警方的合作。 但這些
企業能在多長時間內堅持這樣的立場？它們最終或者要選擇服
從，或者選擇離開香港 31。中國企業字節跳動開發的一款應用軟
件TikTok已經吸取教訓：TikTok撤出香港的同時，由同一企業開
發、業務集中在內地的抖音入駐香港，所以字節跳動很快就適應了
香港「內地化」。

同樣，提供安全保障的司法判決所具有的獨立性有可能受到嚴重
破壞。負責實施香港國安法的法庭即將設立，外國法官無權參與此
類法庭的審判。和普通法慣例中的法官和陪審員不同，組成這類「
特殊」法庭的只能是那些由行政權力任命的法官。香港的大多數民
事和商業訴訟仍將由獨立法庭審判，與中國內地相比，這類法庭提
供的司法保障要好得多。然而，任何與安全有關的訴訟則有可能受
到更隱密、更不可預料的、更有爭議性的判決。

31  參考《安全法—Facebook，Google和Twitter擱置香港特區政府要求提供用戶信息
的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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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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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那些重大的國家安全案件將在內地審判。誠然，這類案件極
其特殊，極少會影響到在港企業的各項活動。然而，發生影響企業
活動的情況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例如，如果一家企業所獲得的信
息在香港看來是合法的，但在內地看來是機密或「內部」消息，那麼
這家企業就會面臨上述情形，企業負責人將被迫遣送內地受審。

引入國安法所產生的此類後果可能會促使一部分外國企業（甚至
香港企業）離開香港，入駐新加坡或東亞其他地區。日本最近對這
些打算撤港的企業表示歡迎 32。

VI	「一國兩制」原則壽終正寢？

既然國安法現已頒佈實施，香港面臨三種可能的局面：或者短時間
依從中國內地，或者繼續維持香港高度自治，或者北京強化對香港
治理和公民社會的直接控制以及對經濟和金融界的間接控制。儘
管第三種局面是最有可能發生的，但前兩種局面也值得分析。

1 短時間依從中國內地可能性不大

「一國兩制」方針壽終正寢的可能性不大。北京仍然需要香港，需
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該地位所帶來的便利，特別是在融資
和資金自由轉移方面的便利。北京也希望穩定香港公眾和商界的
民心。

另外，在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每一行政區別都由中國共產
黨領導。香港與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全融合可能會在香港產生
巨大的動盪，以至於成為引發經濟和社會動盪的新源泉。而此類問
題源泉現已有數個（如拒絕機構完全民主化、強化對政治反對派的
監督、愛國主義教育等等）。

32  參考Peter Landers和Chieko Tsuneoka，《安倍對中國態度冷淡之際，日本向香港
企業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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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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一國兩制」方針之所以被保留，目的是感化臺灣，勸說其回
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今天，即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眼中，

「一國兩制」方針成功的目的已不再是為了吸引臺灣，因為臺灣極
其仇視與內地開展一切形式的政治親近。相反，在入侵臺灣的情況
下，國安法有可能成為垯本，用以制服臺灣人33 。無論如何，多位中
國領導人已承諾「一國兩制」方針會在香港長期保留，包括2047年
以後，保留這一方針的目的尤其是要保持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信
譽和維護香港社會長期穩定。

2 保持香港高度自治由此終結

這一設想變成現實的可能性也很小。2012年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央
政府的干預不斷強化，此類干預會繼續增加，從而有利於推行香
港國安法。

中國共產黨的困擾在於，擔心香港成為導致北京政權的顛覆基地。
這就是為什麼中央政府希望通過控制香港，從而更好地扼制一切
反共力量。1997年被承諾的香港高度自治由此終結。

3 北京加強控制：對香港治理和公民社會直接控制，對經濟和金
融界間接控制

隨著國安法的引入，我們現在對「一國兩制」方針進行一種十分
狹義的解讀。在某種意義上，正如中國某些公共知識分子，如鄭
永年34 ，所大力宣揚的那樣，中央政府如今推進的是「二次回歸」，
因為在這些人看來，1997年的第一次回歸不僅沒有圓滿完成，且
難以令人滿意。

33  參考John Pomfret，《香港國安法可能成為中國處理「臺灣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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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鄭永年是中國的政治學家和政治評論家，他對當代中國的諸多方面和中國政治做過
研究，並有著述。2008年以來，他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教授，並擔任該研究
所所長，如果說他經常表示支持中國體制改革，然而自21世紀初以來，他專門闡述「中國
模式」在國際舞台崛起這一話題。他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常被中央政府官媒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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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將通過中聯辦，以及設立在特別行政區的公安和國安機構，加
強對香港治理的控制。

今後，香港居民將被轉變成完整意義上的中國人，他們要面對政
治方面的所有責任和限制：愛國主義教育；支持、遵守或至少不能
公開反對內地實行的「一元制」政治制度——即中國共產黨的專
政 ——以及與損害國家安全和共產主義政權穩定的「境外勢力」
保持距離。

這並不是說香港現有的一切公共自由都會受損，香港特別行政區
可能仍會比中國內地更自由一些。然而，中國共產黨在將來，首先
會更密切地管控香港社會和外界的關係，尤其是和美國、歐洲國
家、日本和臺灣的關係。從更廣泛的層面看，中央政府將致力於提
高香港的融入程度，這不僅包括在經濟方面使香港更深層次地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位於珠江河口地區），也包括在政治上使香港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得更近。因此，我們將看到香港政治生活出現「
普京化」或「新加坡化」，因為在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和李光耀、李顯
龍領導的新加坡，自由、公平地參與政治生活不僅對本土派人士變
得愈發困難，而且對整個泛民主派陣營也是如此。香港的政治制度
已經傾斜，如果以高壓方式實施國安法，香港政治制度將對親建制
派更有利，一切政治反對派都可能被邊緣化，目前尚處於混合式的
香港政治制度將變得更專制。中央政府在2014年曾提出的民主化
建議難以服眾，但除此建議之外，任何機構民主化的可能性都不
存在了。

儘管如此，這種「普京化」或「新加坡化」可能會受到諸多抵制。美國
和中國之間與日俱增的緊張關係，或者更直白地說，兩國的新「冷
戰」，必定會影響到香港，並重新點燃親北京派和親民主派之間的
衝突。中國政府將試圖強化對香港社會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但
這種努力可能受到香港社會大部分人的強烈反對，因為在過去，香
港大部分公眾常常是中國共產黨的受害者，因此他們對中共懷有
很深的疑慮。

學術自由可能會慢慢瓦解，但這個過程會更緩慢一些，高校很可
能繼續承擔抗議活動長期策源地的角色。最激進的那部分抗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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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離開香港（如果有他們有用來離開的資金），但大部分抗議者會
留下，並繼續以各種方式影響當局，從而努力限制國安法產生的
影響。

2019年底，香港特別行政區超過一半的居民（55%）認為自己只是
香港人（他們中80%以上的居民不滿30歲），不是中國人（11%）或
者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32%）。香港國安法的引入不太可能使
這些人改變觀點，甚至有可能適得其反。

從本質上看，北京的嚴格管控以及美國的制裁會促使一部分企業
撤離香港，轉移到新加坡或別的地方。但如果這些企業的主要市場
是中國，留在香港的邊際優勢仍會起決定性作用。 出於這些原因，
像安盛集團、法國巴黎銀行集團、雅詩蘭黛、摩根大通、英國保誠集
團或者聯邦快遞這樣的企業，就沒有任何理由撤離香港。例如，中
國內地的醫療保險或私人保險市場快速發展，所以現在不是那些
跨國保險公司離開的時候。

在奢侈品行業，香港仍然具有優勢，即保證所出售的產品有更可
靠、更優質的產源。一旦香港恢復穩定，並結束新冠肺炎危機，內
地遊客儘管有比從前更多的目的地可選，但他們仍會重新到香港
旅遊。因此，儘管可以想像內地遊客的數量在將來不會達到往年的
水平（2018年為6500萬），但內地遊客仍將是香港外地遊客中的大
多數。

然而，香港政治局面和社會局面的變化已經使多家企業推遲、暫
停、甚至取消入駐香港或在香港投資的決定。例如，英國和美國的
一些對沖基金打算撤出香港，到亞太地區的其他地方另起爐灶。

相反，更多被排除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之外、或在那裡遇到困難的
中國企業可能會決定到香港交易所融資。例如，2020年6月，中國
網絡遊戲公司，網易，就在港交所融資26億美元（二級市場融資）；
同樣，電子商務巨頭，京東，在港交所融資39億美元。其他一些中
國公司公佈，它們打算撤離美國，到香港上市，其中包括搜索引擎
公司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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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香港可能成為中美經濟逐漸脫鉤的受害者，這種脫鉤會影響
到已由中國企業廣泛控制的香港股市的活動。然而，脫鉤仍然是局
部性的。只要能在香港賺錢，大部分外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更傾向於
採取政治緘默的形式（甚至政治擁護）。

北京的目的是說服企業和金融機構，使它們相信香港在經濟方面
仍具有吸引力。大部分外國企業和銀行將會半推半就地接受香港
政治生活的逐步「普京化」或「新加坡化」。

未來在諸多行業，特別是金融和股票交易、服務業和機場運輸，香
港經濟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但它的角色在收縮。傳統的港口活
動將繼續失去其重要性，這對內地廣東或上海地區的港口有利。

結論

在香港設立國安法的目的是為了控制港獨運動、在特區恢復北京
所認為的秩序、並儘量填平橫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之間的鴻溝，
這條鴻溝日益擴大，使北京擔憂。

這部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威懾和警告，它的威懾特徵不可低估。它在
本質上是要安定商界人心，但它也會引發全社會、特別是一部分崇
尚自由的社會成員的焦慮。只有通過漸進的、柔和的方式引入這部
法律才能使香港人安心。過分粗暴地實施法律不僅會嚇壞香港社
會，也會使外國企業、外國團體甚至香港商界人士感到害怕。到那
時，跨國公司可能會試圖在東亞尋找其他的落腳點。

內地、香港和外國商界的支持是北京政權的賭注。如果香港社會
的大部分民眾服從並對新情況習以為常，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會是
這場賭局的贏家，香港將繼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發揮經濟
和金融方面的作用。然而，這一賭注事先並未贏得。如果說中央政
府的計劃不僅包括消滅本土派力量，也包括使泛民主派組成的反
對陣營喪失合法性，並將其邊緣化，但是中央政府可能會遭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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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公民社會、政治黨派、無政府組織、宗教團體和一部分精英（律
師、教師、研究人員、藝術家……）強烈而持久的抵制。但願中央政
府不會犯這樣的錯誤，然而自國安法生效以來所公佈的措施更多
地表明，23年前所確定的機構體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將被大
幅修改。

無論如何，自1997年以來人們所熟悉的那個香港正在消失，一個
受中國共產黨密切監督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會取而代之，只要中國
共產黨仍是中國的執政黨，這種局面就會持續下去。但從長遠來
看，如果香港的民主反抗活動能存活下來，局面可能會逆轉。和清
朝末期相似，香港將會扮演發動機的角色，推動中國政治制度民主
化，並推動孫中山20世紀初就在香港大力呼籲的民主化，難道不能
打這樣的一個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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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
第一節 職責
第二節 機構

第三章 罪行和處罰
第一節 分裂國家罪
第二節 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三節 恐怖活動罪
第四節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五節 其他處罰規定
第六節 效力範圍

第四章 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

第六章 附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
和穩定，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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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的決定，制定本法。

第二條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地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一條和第十二條規定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
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得違背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

第三條 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
有根本責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職責。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法和
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

第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
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
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
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第五條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堅持法治原則。
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
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任何人
已經司法程序被最終確定有罪或者宣告無罪的，不得就同一行為
再予審判或者懲罰。

第六條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
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守本法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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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
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二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

第一节 職責

第七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儘早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
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

第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應當切實執行本法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
活動的規定，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第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
的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
理。

第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
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
法意識。

第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事務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
護國家安全職責的情況提交年度報告。

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長官應當就維護國家安全特定事
項及時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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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機構

第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
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

第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
主席，成員包括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律政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
處處長、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的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
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秘書處，由秘書長領導。
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第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為：

（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
作，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

（二）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建設；

（三）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
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第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國家安全事
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列席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第十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
配備執法力量。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負責人由行政長官任命，行政長官任命
前須書面徵求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機構的意見。警務處維護國
家安全部門負責人在就職時應當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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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遵守
法律，保守秘密。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可以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聘請合格的
專門人員和技術人員，協助執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任務。

第十七條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職責為：

（一）收集分析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信息；

（二）部署、協調、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和行動；

（三）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四）進行反干預調查和開展國家安全審查；

（五）承辦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交辦的維護國家
安全工作；

（六）執行本法所需的其他職責。

第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設立專門的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檢控部門，負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檢控工作和其他相關法
律事務。該部門檢控官由律政司長征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同意後任命。

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人由行政長官任命，行政
長官任命前須書面徵求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機構的意見。律政
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人在就職時應當宣誓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遵守法律，保守秘密。

第十九條 經行政長官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長應當從
政府一般收入中撥出專門款項支付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並核
准所涉及的人員編制，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規定的
限制。財政司長須每年就該款項的控制和管理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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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罪行和處罰

第一節 分裂國家罪

第二十條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
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
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
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
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
外國統治。

犯前款罪，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
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十一條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
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

第二節 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二十二條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
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即
屬犯罪：

（一）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
本制度；

（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權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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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四）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
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犯前款罪，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
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十三條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
人實施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節 恐怖活動罪

第二十四條 為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國際
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
或者威脅實施以下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之
一的，即屬犯罪：

（一）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二）爆炸、縱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

（三）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電力設備、燃氣設備或者其他易燃
易爆設備；

（四）嚴重干擾、破壞水、電、燃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服務和
管理的電子控制系統；

（五）以其他危險方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無
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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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即屬犯罪，處無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可以並處罰金。

本法所指的恐怖活動組織，是指實施或者意圖實施本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的恐怖活動罪行或者參與或者協助實施本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的恐怖活動罪行的組織。

第二十六條 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
培訓、武器、信息、資金、物資、勞務、運輸、技術或者場所等支持、協
助、便利，或者製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
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形式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情節嚴
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
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
罰。

第二十七條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情節
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第二十八條 本節規定不影響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對其他形
式的恐怖活動犯罪追究刑事責任並採取凍結財產等措施。

第四節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十九條 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
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
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
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
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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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
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
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
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犯前款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
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條第一款規定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
刑。

第三十條 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規定的犯罪，與外國
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
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的，
依照本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從重處罰。

第五節 其他處罰規定

第三十一條 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實施本法規定的犯
罪的，對該組織判處罰金。

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因犯本法規定的罪行受到刑事
處罰的，應責令其暫停運作或者吊銷其執照或者營業許可證。

第三十二條 因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而獲得的資助、收益、報酬等
違法所得以及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資金和工具，應當予以追
繳、沒收。

第三十三條 有以下情形的，對有關犯罪行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一）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
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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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
其他案件的。

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執法、司法機關未
掌握的本人犯有本法規定的其他罪行的，按前款第二項規定處理。

第三十四條 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實施本
法規定的犯罪的，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

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違反本法規定，因任
何原因不對其追究刑事責任的，也可以驅逐出境。

第三十五條 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即喪失作
為候選人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行的立法會、區議會選舉或者出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公職或者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
格；曾經宣誓或者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
及公務人員、行政會議成員、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區議員，即時喪
失該等職務，並喪失參選或者出任上述職務的資格。

前款規定資格或者職務的喪失，由負責組織、管理有關選舉或者公
職任免的機構宣佈。

第六節 效力範圍

第三十六條 任何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
適用本法。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
的，就認為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犯罪。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的船舶或者航空器內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
的，也適用本法。

第三十七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
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 第三十八條 不具有香港特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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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刑。

第四章	
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

第四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本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但
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的情形除外。

第四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
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本法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

未經律政司長書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提
出檢控。但該規定不影響就有關犯罪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並將其
羈押，也不影響該等犯罪嫌疑人申請保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審判循公訴程
序進行。

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
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但判決
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佈。

第四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在適用香港特別行政
區現行法律有關羈押、審理期限等方面的規定時，應當確保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時辦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
安全犯罪。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第四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辦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以採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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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警方等執法部門在調查嚴重犯罪案件時採取的各種措施，並可
以採取以下措施：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
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
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
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
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
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對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
等執法機構採取本條第一款規定措施負有監督責任。

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為採取本條第一款規定措施制定相關實施細則。

第四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從裁判官、區域法院法
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上訴法庭法官以及終審法院法官中指
定若干名法官，也可從暫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
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政長官在指定法官前可徵詢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上
述指定法官任期一年。

凡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不得被指定為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案件的法官。在獲任指定法官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終
止其指定法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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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應當分別由各該法院的指定法官處理。

第四十五條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和
終審法院應當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處理就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

第四十六條 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進行的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
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律政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
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
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凡律政司長發
出上述證書，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應當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
審理，並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

凡律政司長發出前款規定的證書，適用於相關訴訟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任何法律條文關於「陪審團」或者「陪審團的裁決」，均應當理
解為指法官或者法官作為事實裁斷者的職能。

第四十七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
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
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
院有約束力。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

第四十八條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
公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履
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行使相關權力。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
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

第四十九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職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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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就維護國家安
全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

（二）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
職責；

（三）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

（四）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第五十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應當嚴格依法履
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不得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法律
外，還應當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人員依法接受國家監察機關
的監督。

第五十一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經費由中央
財政保障。

第五十二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應當加強與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派員公署、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的工作聯繫和工作
協同。

第五十三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應當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協調機制，監督、指導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工作部門應當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建立協作機制，加強信息共享
和行動配合。

第五十四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會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採取必要措施，
加強對外國和國際組織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機構、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外國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和新聞機構的管理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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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

（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
區管轄確有困難的；

（二）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

（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

第五十六條 根據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管轄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案件時，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負責立案偵查，
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最高人民法院指
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

第五十七條 根據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管轄案件的立案偵查、審查
起訴、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

根據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管轄案件時，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執
法、司法機關依法行使相關權力，其為決定採取強制措施、偵查措
施和司法裁判而簽發的法律文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法律效
力。對於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採取的措施，
有關機構、組織和個人必須遵從。

第五十八條 根據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管轄案件時，犯罪嫌疑人自
被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
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辯護律師可以依法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合法拘捕後，享有儘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
判的權利。

第五十九條 根據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管轄案件時，任何人如果知
道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情況，都有如實作證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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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員依據本
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

持有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制發的證件或者證明文
件的人員和車輛等在執行職務時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人員檢
查、搜查和扣押。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員享有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和豁免。

第六十一條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據本法規定
履行職責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部門須提供必要的便利和
配合，對妨礙有關執行職務的行為依法予以制止並追究責任。

第六章
 附則

第六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
本法規定。

第六十三條 辦理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有關執法、
司法機關及其人員或者辦理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及其人員，應當對辦案過程中知悉的國家
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予以保密。

擔任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
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

配合辦案的有關機構、組織和個人應當對案件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第六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適用本法時，本法規定的「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沒收財產」和「罰金」分別指「監禁」「終身監禁」「充公
犯罪所得」和「罰款」，「拘役」參照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法律規
定的「監禁」「入勞役中心」「入教導所」，「管制」參照適用香港特別
行政區相關法律規定的「社會服務令」「入感化院」，「吊銷執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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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許可證」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法律規定的「取消註冊或者註
冊豁免，或者取消牌照」。

第六十五條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六十六條 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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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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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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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即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
（1997年7月1日）的前一天。國安法旨在恫嚇香港公民社會，消除
一切反對之聲。新的「罪行」由此將受到嚴厲懲處。某些條文造成
嚴重的法律無保障狀況。新的安全機構在香港設立，它們由北京
直接領導，專門負責處理這類新「罪行」。
公民自由最先受到該新法律的衝擊，香港公民社會在順從和反抗
之間搖擺不定。商界和金融界被迫逐漸安分守己。美國的制裁是
有限的，不太可能直接影響香港商界。但是香港國安法可以通過
影響信息保密性，以及警察和北京安全機關從此享有的巨大權
力，從而影響商界。
鑒於此，我們是否可以聲稱「一國兩制」原則壽終正寢呢？香港完
全融入中國內地可能性甚微，然而，保持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也
不可能。北京的意圖似乎是要行使更大的控制權，對香港治理和
公民社會的直接控制，以及對經濟和金融界的間接控制。國安法
像是香港的「二次回歸」。

通过  高敬文 和 勞倫斯·達齊亞諾
香港：二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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