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主要國家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與實踐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感謝楊特派員和主持人的介紹，各位校長老師大家好，今天的活動對我來說好像一場品酒會，重點不在講解酒的人，而在於這款酒本身口味如何，希望各位資深品酒師可以多提寶貴意見。第一次在這麼多教育界的權威專家面前講課，難免有些緊張，如果等一下我需要暫停一下，就會假裝咳嗽，希望大家能夠鼓掌鼓勵，總之就是我一咳嗽大家就可以鼓掌。（咳嗽）我的粵語只能支撐到這裡了。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用一节课的时间为大家讲解西方主要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与实践。



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香港國安法》”
）正式公布實施。《香港國安法
》實施以來，香港社會恢復秩序
，法治得到切實維護，經濟發展
重回正軌，發揮了“一法安香江
”的重大成效。

導 語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大家都知道，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正式公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恢復秩序，法治得到切實維護，經濟發展重回正軌，發揮了“一法安香江”的重大成效。



導 語

但與此同時，外界對於《香港國安法》的認識和理解也存在
一定模糊之處。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西方主要國家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與實踐，通過對比讓大家更加清楚地認識
到，各國都高度重視國安立法，都在全力以赴維護國安，在千
差萬別、內容各異的國安立法中，香港國安法是契合國際實踐
的標準模範。
今天的課程法律和案例內容會很豐富，但其實核心只有5个问

题和5句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但與此同時，外界對於《香港國安法》的認識和理解也存在一定模糊之處。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西方主要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與實踐，通過對比讓大家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各國都高度重視國安立法，都在全力以赴維護國安，在千差萬別、內容各異的國安立法中，香港國安法是契合國際實踐的標準模範。今天的課程法律和案例內容會很豐富，但其實核心只有5个问题和5句話。



一、國家安全是什麼？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國家安全是什麼，也就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概念。



世界各國對國家安全對定義不盡相同，但核心內容一致
，即維護國家的基本要素（領土、人民、政府、主權）
以及國家重大利益的安全，強調三個共同特點：

安全性——國家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

持續性——國家具有持續保證安全狀態的能力

全面性——涉及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諸多領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在備課過程中，我和同事查閱了許多國家的國家安全法，發現各國由於歷史、文化、社會情況不同，對 國家安全的定義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定義的核心內容是一直的，就是要維護國家的基本要素以及國家重大利益的安全，那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都包括什麼呢，就是要有領土、人民、政府和主權，與此同時，各國還會強調國家安全的三個特點，一是安全性，國家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二是持續性，國家具有持續保證安全狀態的能力，三是全面性，國家安全既包括傳統安全也包括非傳統安全



传统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政治安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其中，傳統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他們貫穿了國家安全的整個歷史，也與我剛才說的國家基本要素緊密相關。



非传统安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交往日益频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多元，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国家安全的领域扩展到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多个领域，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一国的生存发展，許多國家也會在這些領域進行專門立法。



案例时间

下面，我会舉出一些國家安全的案例，请同

学们选择這些案例涉及哪些國家安全領域。

案例时间

下面 ， 我会舉出一些國家安全的

案例 ， 请同学们选择這些案例涉及

哪些國家安全領域。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说了这么多，大家听到的可能只是各种概念，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举出一些国家安全的案例，你们应该可以准确地将这些案例和所涉及的国家安全领域联系起来。



案例一：法國作家都德《最後一課》
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法蘭西第二帝

國倒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法德交
界處的阿爾薩斯-洛林，因法國戰敗將被
割讓，居民被禁止學習法語，小說中描述
，老師說：“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後一
次給你們上課了。柏林已經來了命令，阿
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只許教德語了。新老
師明天就到。”…… 現在那些傢伙就有理
由對我們說了：“怎麼?你們還自己說是
法國人呢，你們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
不會寫! ”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法蘭西第二帝國倒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法德交界處的阿爾薩斯-洛林，因法國戰敗將被割讓，居民被禁止學習法語，小說中描述，老師說：“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你們上課了。柏林已經來了命令，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只許教德語了。新老師明天就到。”…… 現在那些傢伙就有理由對我們說了：“怎麼?你們還自己說是法國人呢，你們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不會寫! ”



軍事安全C

國土安全B

政治安全A

文化安全D

請問這個案例直接涉及哪個領域的安全？
間接涉及哪些領域的安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請問這個案例直接涉及哪個領域的安全？間接涉及哪些領域的安全？這個案例與文化安全直接相關，因為戰敗就不能學習自己國家的語言文字，這就是征服者通過文化教育來改變當地人民的身份認同。但同時，這一案例也是涉及軍事失敗帶來的國土淪喪和政權倒臺。因此與四個選項都緊密相關。



案例二：根據丹麥廣播公司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與丹國防
情報局合作，秘密監視、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法國、瑞典、挪
威等盟國領導人和高層政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段視頻。正如視頻中所說，根據丹麥廣播公司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與丹國防情報局合作，秘密監視、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法國、瑞典、挪威等盟國領導人和高層政客。



請問這個案例直接涉及哪個領域的安全？
間接涉及哪些領域的安全？

軍事安全C

科技安全B

社會安全A

網絡安全D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請問這個案例直接涉及哪個領域的安全？間接涉及哪些領域的安全？网络监听与网络安全直接相关。但同时，监听监视也可能涉及军事情报，監控所用的技术设备也可能与科技安全紧密相关，网络攻擊的安全隱患也可能影响社会正常运转。



案例三：澳大利亞山火
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初，澳大

利亞爆發大規模山火，根據澳大利亞
官方報告，過火面積2400萬公頃，
超過3000座房屋損毀，數千人流離
失所，世界自然基金會報告顯示，山
火造成約30億動物喪生或失去棲息
地。經濟學家分析認為，山火給澳大
利亞經濟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挫
傷該國旅遊、區域貿易、建築以及農
業生產等領域的經濟活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案例三：澳大利亞山火，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初，澳大利亚爆发大规模山火，根据澳大利亚官方报告，过火面积2400万公顷，超过3000座房屋损毁，数千人流离失所，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山火造成约30亿动物丧生或失去栖息地。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山火给澳大利亚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挫伤该国旅游、区域贸易、建筑以及农业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



請問這個案例直接涉及哪個領域的安全？
間接涉及哪些領域的安全？

資源安全C

生態安全B

社會安全A

經濟安全D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請問這個案例直接涉及哪個領域的安全？間接涉及哪些領域的安全？這個案例與生態安全直接相關。但與此同時，山火造成大批人流離失所，給社會安全帶來隱患，對自然資源和國家經濟也都造成了影響，因此與四個選項都緊密相關。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各領域的國
家安全相互關聯，是有機整體。針對國
家 安 全 的 這 一 特 點 ， 中 國 獨 創 性 提 出
“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以宏觀的
整體角度理解和維護國家安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各領域的國家安全相互關聯，是有機整體。針對國家安全的這一特點，中國獨創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以宏觀的整體角度理解和維護國家安全。



通過 剛 才 的 講 解 ，大家對於國家安
全的概念和重要性有了更加充分的認識
，就是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生存發展的
基本前提，這也是今天的第一句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通過剛才的講解，大家對於國家安全的概念重要性有了更加充分的認識，舉個例子，如果說國家好像一棟房子，維護國家安全就好像安裝防盜門，如果沒有門，房屋裝修得越豪華，裡面有越多財寶，那就越會導致一個後果,危险，就是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這也是今天的第一句話。



二、各國國家安全立法情況如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刚才我们初步了解了国家安全的基本概念。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各国的国安立法情况。



美國從建國初期就重視推進國家安全立法，
經過兩百多年不斷完善，各領域重要國安法律超
過20部，涉及情報收集、反間諜、反恐、投資審
查、通信安全等各個方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來看美國，美國從建國初期就重視推進國家安全立法，經過兩百多年不斷完善，各領域重要國安法律超過20部，涉及情報收集、反間諜、反恐、投資審查、通信安全等各個方面。



美國為了打擊
外國政府在美進
行顛覆、滲透、
破壞活動，通過
了《間諜法》《
外國代理人登記
法》和《外僑登
記法》。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1798 年 ， 美國為
了維護建國初期
的政治穩定，制
定了《煽動叛亂
法》和《敵對外
僑法》。

美國於1947年制
訂了《國家安全法》
，並據此設立國家安
全委員會。此後，美
國通過《反經濟間諜
法》《反情報和安全
促進法》等法律打擊
國內間諜活動，通過
《國家安全局法》等
法律，授權情報部門
在世界各地開展監聽
監控等情報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國初期

美國會通過 《 愛
國 者 法 》 ， 並 通
過 其 他 立 法 不斷
擴展國家安全範
圍，強化偵查執
法手段。

“9·11”之後

美國國安立法的四個階段

“9·11”之後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在這裡，我們大致將美國的國安立法進程分為了四個階段，包括建國初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及“9·11”恐怖襲擊之後



《美国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

該法在“9·11”恐怖襲擊後出
臺，賦予執法部門更多執法手
段和權力，以偵查和打擊恐怖
主義犯罪。法律原文共300多
頁，分為10個部分，涉及多項
原有法律的修改。

問題：美國立這樣一部法用了多少天？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提到美國的國安立法，很多人都會想到《愛國者法》，這部法律在“9·11”恐怖襲擊後出臺，賦予執法部門更多執法手段和權力，以偵查和打擊恐怖主義犯罪。法律原文共300多頁，分為10個部分，涉及多項原有法律的修改。那麼問題來了，我們都知道美國的立法進程非常複雜，涉及到草稿提出，委員會審議，美國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都要表決通過，然後再由總統簽署才能成為法律，許多法案要耗時多年才能成為法律，請大家猜一下，美國立這樣一部法用了多少天？



2001年10月26日

距離“9·11”事件發生45天，
沒有舉行一場公開聽證會，在
终稿被交给国会72小时内就顺
利通过众议院、参议院和总统
三道审批。

2001年9月11日

“9·11”恐怖襲擊
事件發生

2001年10月2日

距離“9·11”事件發生21
天，提出法案初稿。

《愛國者法》快速成法時間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答案是，45天，這45天里，美國會沒有就此舉行一場公開聽證會，儘管這部法律後來被批評其中有大量侵犯公民隱私權的規定，但仍在終稿被交給國會72小時內就順利通過眾議院、參議院和總統的三道審批程序。



針對叛國、顛覆
等危害國家政權
安全罪行的法律

這些法律規定，“圖謀、設想、構想、計
畫或意圖廢除女皇陛下作為聯合王國或女
皇陛下任何領土的君主稱號、榮譽、或皇
室名”、“在聯合王國境內向女皇陛下發
動戰爭，旨在以武力及強制手段強迫女皇
陛下改變其措施或意見，或旨在向國會施
加武力或強制力，或向其作出恐嚇或威嚇
”、“圖謀殺死女王”、“鼓動或煽動外
國人以武力入侵聯合王國或女皇陛下任何
領土”等均為犯罪。

英國通過不同法律懲處不同類型的國安犯罪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我們再來看英國，英国在国家安全立法方面采用分散立法模式，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分别规定在不同法例中。首先看針對叛國、顛覆等危害國家政權安全罪行的法律，這些法律規定“廢除女皇陛下”“以武力及強制手段強迫女皇陛下改變其措施或意見”“鼓動或煽動外國人以武力入侵聯合王國”都是犯罪。



涉及打擊恐怖主
義罪行的法律

英國有超過250部與反恐相關的法律、規章
、命令。這些法律規定，指揮恐怖組織、
為實施恐怖活動持有物品和原料、為實施
恐怖活動搜集或持有資訊以及煽動恐怖主
義行為等均構成犯罪。

英國通過不同法律懲處不同類型的國安犯罪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再來看涉及打擊恐怖主義罪行的法律，在英國官方法律检索网站可搜索出超过250部与反恐相关的法律、规章、命令。



澳大利亞 專家統計，澳大利亞僅2002年至2010年就
先後出臺了超過45部國安立法

加拿大
包括《國家安全法》《清晰法案》《國家安全和
情報審查局法》《安全情報法》《安全犯罪法》
《情報專員法》《通信安全機構法》等

德 國
包括《軍事間諜局法》《聯邦情報局法》《安全審
查法》《聯邦邊防法》《護照法》《外國人管理法
》、《聯邦刑偵局預防國際恐怖主義法》等法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再來看澳大利亞，據專家統計，澳大利亞僅2002年至2010年就先後出臺了超過45部國安立法。加拿大和德國也有大量的國安立法和完備的國安法律體系。



看到各國的立法概況，也就是這麼多國
家制定如此多的國安法律，相信大家可以
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各國均高度重視國
家安全立法，這就是今天的第二句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看到各國的立法概況，也就是這麼多國家制定如此多的國安法律，相信大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各國均高度重視國家安全立法，這就是今天的第二句話。



三、各國的國家安全事務由誰負責？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刚才我们了解了各国的立法概况，現在我們來看第三個問題，就是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由誰負責？



世界各國，無論是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
，無論是普通法還是大陸法，維護國家安
全都是中央負責的事務（中央事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通過研究我們发现，世界各国，无论是实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无论是普通法还是大陆法，维护国家安全都是中央負責的事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央事權。



從立法角度看，美國《國家安
全法》《間諜法》《制裁洩露國家
經濟和商業情報法》等重要國家安
全立法均為聯邦法律。

美國

從執法角度看，美國對國安案
件的調查檢控都由聯邦政府統
一指揮。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在美國各州和海外領地設有
56個地方辦公室，負責搜集情
報和處理國安事務。

從司法角度看，美國絕
大多數國安案件為聯邦專屬
管轄，由聯邦法院審理。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還是美國，在美國，聯邦政府就是國家層面的中央政府，從立法角度看，美國《國家安全法》《間諜法》《制裁洩露國家經濟和商業情報法》等重要國家安全立法均為聯邦法律。從執法角度看，美國對國安案件的調查檢控都由聯邦政府統一指揮。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各州和海外領地設有56個地方辦公室，負責搜集情報和處理國安事務。從司法角度看，美國絕大多數國安案件為聯邦專屬管轄，由聯邦法院審理。這個等下我們也會有案例提到。



英國

英國地方議會無權就國家安全事項立法。
英國法律明確將“國家安全”列為中央“
保留事項”,屬於中央立法權力範疇。

英國情報部門由中央政府統一指揮。

對於案件檢控工作，英國設有皇家檢察署作
為獨立檢控部門。

加拿大
由於各省的專屬立法權不包括“國家安

全”這一事項，因此制定國家安全法律的
職權屬於聯邦議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在英國，英國关于地方政府权限的法律，包括1978年苏格兰法，1978年威尔士法和1998年北爱法，明確將“國家安全”列為中央“保留事項”,屬於中央立法權力範疇，而且立法过程并无征求地方政府意见的法定程序。地方議會無權就國家安全事項立法。另一方面，英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就国家安全开展执法活动。对于情报收集工作，英国中央政府统一掌控英国“秘密情报局”，即我们熟知的“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职能包括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利益和预防及制止严重犯罪，搜集境外情报。定期向英國首相和內政部長報告工作。对于案件检控工作，英国设有皇家检察署作为独立检控部门。总检察长根据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有权决定是否就某一案件提出检控。在加拿大，由於各省的專屬立法權不包括“國家安全”這一事項，因此制定國家安全法律的職權屬於聯邦議會。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維護國家安全在各
國都是中央事權，這也是今天的第三句話
。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維護國家安全在各國都是中央事權，這也是今天的第三句話。



四、各國在實踐中是怎樣維護國家安全的？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各国维护本国国家安全的严格制度和典型案例，也就是各國在實踐中是怎樣維護國家安全的。



2013年6月，“棱鏡門”事件揭露美國長期入侵他國
網絡系統、實施大規模網絡監控和竊密。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3年6月，“棱鏡門”事件揭露美國長期入侵他國網絡系統、實施大規模網絡監控和竊密的事實。我們來看看當時的報道。這篇報道與剛才我們提到的近期披露的美國通過丹麥對歐洲國家進行監控對比，會發現有些實踐遠遠沒有成為歷史。



2021年1月6日，美國首都大批示
威者闯入国会大厦，议员被疏散，
国会休会。該次事件造成5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超過400人被提起檢
控，美國會調查報告顯示，國家安
全部門未能有效識別和應對相關風
險，案件由美國聯邦調查局負責調
查，由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局負責
提起檢控，由聯邦法院法官審理。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21年1月6日，美國首都大批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议员被疏散，国会休会。該次事件造成5人死亡，數十人受傷，超過400人被提起檢控，美國會調查報告顯示，國家安全部門未能有效識別和應對相關風險，案件由美國聯邦調查局負責調查，由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局負責提起檢控，由聯邦法院法官審理。這也體現出了維護國家安全在美國也是中央事權。



法國

2015年1月，法國《查理周刊》
遭遇恐怖襲擊，主犯被判處無期
徒刑。

2017年11月，法國《加強
國內安全和反恐法》生效。
馬賽市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被
關閉，資產被凍結，起因在
於該寺長期傳播仇恨言論。

2019年11月，法國一名
說唱歌手因上傳涉嫌讚美
恐怖主義、威脅法國當局
的說唱視頻遭到起訴，被
判處有期徒刑。

2020年2月，法國官方表示，該
法實施以來共504次設置警戒區
，關閉了7個宗教場所，進行
149次上門搜查，對205名嫌疑
人進行行政控制和監視。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法國，2015年1月，法國《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襲擊，主犯被判處無期徒刑。2017年11月，法國《加強國內安全和反恐法》生效。，馬賽市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被關閉，資產被凍結，起因在於該寺長期傳播仇恨言論。2019年11月，法國一名說唱歌手因上傳涉嫌讚美恐怖主義、威脅法國當局的說唱視頻遭到起訴，被判處有期徒刑。2020年2月，法國官方表示，該法實施以來共504次設置警戒區，關閉了7個宗教場所，進行149次上門搜查，對205名嫌疑人進行行政控制和監視。



澳大
利亚

據專家統計，澳大利亞國家安全和情報組織
工作人員從2001年到2014年增長了五倍。

2020年6月，澳大利亞警方先後突擊檢查了
一名報導政府監控案的記者的住所和報道澳
大利亞特種兵在阿富汗虐囚的「澳洲廣播公
司」總部。

英國
2019年，英國內政大臣就以國家安全

為由，禁止了一名參與ISIS恐怖組織活動
的英國女性回國，獲英最高法院支持。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接下來是澳大利亞，據專家統計，澳大利亞國家安全和情報組織工作人員從2001年到2014年增長了五倍。2020年6月，澳大利亞警方先後突擊檢查了一名報導政府監控案的記者的住所和報道澳大利亞特種兵在阿富汗虐囚的「澳洲廣播公司」總部。關於英國，2019年，英國內政大臣就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了一名參與ISIS恐怖組織活動的英國女性回國，獲英最高法院支持。



通過上述制度和案例介紹，大家可以明白
，各國都在全力以赴防範國安風險、打擊
國安犯罪，這也是今天的第四句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通過上述制度和案例介紹，大家可以明白，各國都在全力以赴防範國安風險、打擊國安犯罪，這也是今天的第四句話。



五、与国外立法相比，《香港国安法》
有什么特点？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西方主要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实践，現在，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認識到了各国都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在各国都是中央事权，各国都在全力以赴防范国安风险、打击国安犯罪。那香港國安法同這些國家的立法相比有什麼特點呢？



《香港国安法
》在尊重和保
障人權上秉持
更高標準

《 香港國安法 》 第四條明確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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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擊犯罪時
聚焦更小範圍

只 針對四種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
為和極少數犯罪分子。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同國外立法相比，香港國安法的特點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權上秉持更高標準，香港國安法第四條明確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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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法律中不仅明确宣示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列出法律依据，不厌其烦地列举各项权利自由。对比我们刚才提到的各国法律，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举世罕见。我在美国学习法律时，有一门课是律师考试的必考科目，就是刑事诉讼法，期末考试我拿到了A, 一整个学期讨论了很多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刑事诉讼与保障人权的关系，那些主张自己权利的人只能到宪法修正案里去找权利依据，因为只有那才规定了他们的权利。二是在打擊犯罪時聚焦更小範圍，只針對四種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極少數犯罪分子。打擊的罪行數甚至國外立法的數目都少很多，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只是針對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隱患，这显然不足以涵盖在香港可能发生的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對此，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所以要在香港形成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確保國家安全，把防盜門裝好，还有大量的工作，包括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这也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



最大程度兼顧
普通法的特點

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全國性法律相銜接的同
時，充分兼顧香港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的特殊
性，在法律概念、用詞用語和立法方式等方面
充分考慮了香港社會的認受性。

最大程度信任
、依靠特別行
政區

香港國安法明確特別行政區擔負維護國
家安全主要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的絕大部
分工作由特別行政區承擔，絕大多數案件
交由特別行政區辦理。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同时，香港国安法最大程度兼顾普通法的特点，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全国性法律相衔接的同时，充分兼顾香港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的特殊性，在法律概念、用词用语和立法方式等方面充分考虑了香港社会的认受性；最大程度信任、依靠特别行政区。香港国安法明确特别行政区担负维护国家安全主要责任，维护国家安全的绝大部分工作由特别行政区承担，绝大多数案件交由特别行政区办理。對照我們剛才提及的國家實踐，這些做法和規定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也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綜上，香港國安法是契合國際實踐的高標
準“示範法”，這也是今天的第五句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综上，香港国安法是一部契合国际实践的高标准“示范法”，这就是今天的第五句话。



回顧

第一句，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
第二句，各國均高度重視國家安全立法。
第三句，維護國家安全在各國都是中央事權。
第四句，各國都在全力以赴防範國安風險、打擊國安

犯罪。
第五句，香港國安法是契合國際實踐的高標準“示範

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在正式結束今天的課程之前，讓我們最後回顧一下今天所講的五句話，第一句是，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第二句是，各国均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立法；第三句是维护国家安全在各国都是中央事权；第四句是各国都在全力以赴防范国安风险、打击国安犯罪；第五句话是香港国安法是契合国际实践的高标准“示范法”。通过这五句话及其背后的论证，我们还可以再得出四点结论，那就是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国安立法是必要的，维护国安是普遍的，香港国安法是模範的。最后，我想用香港国安法里的一个条文作为今天这堂课的结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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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恰是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希望你們永葆赤子之心，胸懷報國之志，不論將來投身什麼行業、從事什麼工作，都能真正承擔起守護東方之珠、維護國家安全的應盡義務和光榮責任！



謝 謝！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今天的課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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