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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同時也包括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相

關制度，全國人大依照憲法有權有責建立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相關制度，堵塞國家安全制度的漏洞，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利

益。《憲法》第 62條第 2項規定，全國人大行使“監督憲法

實施”的職權。由於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

礎，基於憲法監督機關的地位，全國人大也有憲制義務完善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同時，作為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行使《憲法》第 62條第 16項規定

的“應當由最高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一般稱之為“兜

底條款”。據此，全國人大 2020年 5月 28日通過《涉港國安

決定》，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具體立法提供了直接的憲制依

據。根據全國人大《涉港國安決定》的授權，隨後全國人大常

委會制定了《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法》第 1條明確指出

該法是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涉港國安決定》

制定的。因此，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具有充分的憲法依據。

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過程

（一）立法形式的選擇

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結合多年來國家在特別

行政區制度構建和發展方面的實踐，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有多種可用

方式，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出決定、制定法律、修改法

律、解釋法律、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和中央人民政府發出指令等。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在對各種因

素進行綜合分析、評估和研判的基礎上，經認真研究並與有關

方面溝通後提出了採取“決定 +立法”的方式，分兩步予以

推進。第一步，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作出《涉港國安決定》，就相關問題作出原則規定，同時

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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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關法律；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

會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授權，

結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具體情況，制定相關法律並決定將相關法

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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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1

全國人大《涉港國安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之間的

關係是：《涉港國安決定》和立法是一個整體和系統，不能把

兩者割裂開來看。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安排

的核心要素，已經在全國人大《涉港國安決定》中作出了基本

規定。全國人大在《涉港國安決定》中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國安法》，是十三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精神和《涉港國安決定》內容的全面展開、充

分貫徹和具體落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安排

的法律化、規範化、明晰化。

之所以說《香港國安法》是結合香港特區具體情況制定

的，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單獨為香港量身打造《香港

國安法》，而不是把全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在香港地區實施，這本身就是堅持“一國兩制”的體現。其

他國家的國家安全立法，都在全國適用，如美國出台的所有國

家安全的法律在全美國 50個州和所有屬地統一實施，沒有例

外。第二，起草《香港國安法》時參考了許多國家的國家安全

立法經驗，但從《香港國安法》的文本來看，主要還是結合香

港特區具體情況制定的，目的在於解決香港面臨的現實問題，

很多條款的內容都很有針對性，如《香港國安法》第三章關於

1 王晨：〈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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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說明〉，《大公報》2020年 5月 23日，第 A7版。

四類罪行的規定，都是針對香港修例風波中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行為而制定的。

（二）立法進程

2019年 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

體會議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絕不容忍任

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

為。”要貫徹落實這一部署，在香港目前形勢下，就必須從國

家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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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國家安全領域長期“不設防”狀況。

2020年 5月 1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

議聽取和審議了《國務院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情

況的報告》。會議認為，有必要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同意國務院有關報告提

出的建議。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全國人大

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擬訂了《涉港國安決定（草案）》，經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決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十三

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審議。5月 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高票通過了《涉港國安決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這

就完成了立法的第一步。

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即展開立法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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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廣泛聽取香港社會的意見。2020年 6月 17日，委員長

會議聽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起草工作的情況彙報，認為草案符合憲法規定和憲法

原則，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符合全國人大

《涉港國安決定》精神，是成熟可行的，決定將《香港國安法

（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6月 18日，委員長會議

向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提交法律草案，法工委

負責人作了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對草案進行一讀審議。6月

30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舉行第二次

全體會議，經表決，全票通過了《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

法》由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 49號主席令予以公佈。6月 30

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

會議，經表決，全票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增加〈香港

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決定將《香港國安

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明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

地公佈實施。同日，《香港國安法》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簽署刊憲，即日生效。

《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兼具實體法、程序法和組織法內容

的綜合性法律，是一部專門針對涉港國家安全問題而制定的全

國性法律，一共六章 66條。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六個方面：

規定了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憲制責任；規定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遵循的原

則；規定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機構的職責與活動準

則；規定了防範、制止和懲治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規定了案件管轄、法律適用、程序等內容；規定了中央政府駐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設置其職權範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部法律的起草制定，是通過多種渠

道和形式聽取、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特別是香港有關方面的

意見，包括行政長官、有關的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建制派

代表人士、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部分省級

政協委員、法律界人士，還有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此外，還

徵求了幾十家中央和國家有關機關、有關省、自治區、直轄

市，以及臨近港澳的有關地區、設區的市的意見。還聽取了有

關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環節充分聽取各

方面意見，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審議前後工作過程

中方方面面的意見。所以，《香港國安法》凝聚了各方面的共

識，體現了中央的精神，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的

意志和心願，從制定過程來看完全符合我國立法的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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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性質定位

（一）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是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

善發展

從國家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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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安全底

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1。“一國兩制”以國家安全為

前提，“一國”之根越深越牢，“一國”之本越強越壯，國家

安全工作越到位，“兩制”之樹才能越來越枝繁葉茂。因此，

從“一國兩制”實踐一開始，就需要一套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來保障“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單獨為香港特區制

定《香港國安法》，而不是把《國家安全法》、《國家情報法》、

《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等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在香港特區實施，本身就是堅持“一國兩制”原則的體現。

香港國安立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香港重新回到“一國

兩制”正確的軌道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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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實行“一國一

1 張曉明：〈維護國安是“一國兩制”核心要義  中央助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大公報》

2020年 6月 9日，第 A2、A23版。

制”，否則就沒有必要單獨出台《香港國安法》。從國家層面

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貫徹

保障人權自由原則、法治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

定和罪刑法定原則，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合法權

益。可以說，《香港國安法》的通過和實施不僅不會影響香港

營商環境和商業活動，不會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

心和航運中心地位，不會影響資本主義發展，反而對恢復廣

大居民和投資者信心、捍衛香港國際金融、經濟中心地位、

對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

（二）香港國安立法是對《香港基本法》的完善和補充

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涉港國安決

定》的授權，在“一國兩制”憲制框架內，香港國安立法對

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作出了明確規定。這在一定程

度上彌補了《香港基本法》關於國家安全事務規定過於原則、

不全面、相關工作長期沒有落地落實的不足。香港國安立法

處理的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時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香港國

安立法不處理《香港基本法》已經明確解決了的問題。《香港

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不受香港國安立法影響，基

本法關於人權保障、居民權利自由的所有條款繼續有效。香

港法院適用普通法不變，法治和司法獨立不變，香港對高度

自治範圍內的所有案件仍然享有完全的管轄權包括終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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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按照普通法處理所有這些案件。香港國安立法要處理的

是基本法制定時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即香港日常維護國家

安全的問題，包括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香港國安法》明確

國家安全事務屬中央事權，中央對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

務享有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執法權、司法權在內的全面權

力，在維護國家安全事務中，中央發揮領導、指導、主導作

用，必要時中央有關機關有權直接在香港特區辦理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的案件。在堅持中央主導的前提下，《香港國安法》

的制度設計高度尊重“一國兩制”，把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主要權力和責任授予香港，充分發揮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憲制責任、主體責任。另外，本法還對香港居民權利自由

的行使做出了規範，這也是憲法性法律的內容。因此，《香港

國安法》不取代《香港基本法》，而是對《香港基本法》的必

要補充和發展完善，具有憲制性法律的地位和約束力，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具有凌駕地位，是中央和香港特區在香港開展

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據。

（三）香港國家安全立法是對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完善和補充

香港自回歸之日起，就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憲制秩序

之中，當然也就納入維護國家安全的總體格局和制度體系當

中。儘管“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以建立不同於內地的維護國家

安全的子體系，包括不同的法律制度，但是這個子體系不能與

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體系和法律相衝突。12015年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的《國家安全法》規定了全國維護國家安全的領

導體制和制度機制，雖然《國家安全法》未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不在香港特區實施，但此次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把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工作納入了整個國家安全治理體系，明確了中央事權和

中央維護國家安全有關機關的權責，特別是中央人民政府設立

駐港國安公署，由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駐人員

履行法律賦予的相關職責，這是對整個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重

要補充完善。

香港國安立法也極大充實了香港特區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如前文所述，香港特區本地也沒有系統完整的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體系，有關規定分散在很多不同法律當中，《香

港基本法》第 23條的立法工作至今仍處於擱置狀態，現行普

通法律中有關規定也未得到相應切實執行。從國家層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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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必涉及香港特區本地相關法律的修改。由於國家安全本來屬中

央事權，因此一旦中央就有關國家安全事務進行了立法，香港

本地法律中與本法抵觸的規定應該修改。相關執法和司法機關

在運用法律時應當以國家層面的香港國安立法為準。因此香港

1 王振民：〈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體系〉，《光明日報》2020年

2月 26日，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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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不僅是我國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

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完善

發展。

五、《香港國安法》的效力範圍

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

單獨的刑事管轄權。1《香港國安法》再次對香港特區進行授權，

授予香港特區四類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管轄權。2020年 6月

30日，《香港國安法》在香港特區刊憲公佈，自當晚 11時起

開始生效。如何理解這裏的“生效”呢？一般認為，法律效力

的範圍包括時間效力、空間效力、對人效力、對事效力。梳理

《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可知，與世界各國的國家安全法一樣，

《香港國安法》確立了屬地管轄、屬人管轄、保護管轄等原則。

（一）屬地管轄

屬地管轄是指國家對其領土範圍內的一切人、事、物享有

完全的和排他的管轄權。作為“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特別行政區刑事管轄權的範圍，限於國

家規定由其進行管轄的地域。”2《香港國安法》第 3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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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確立了屬地管轄原則。一般來說，香港普通法將完

1 王新清：《刑事管轄權基本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4年版，第 82頁。

2 同上，第 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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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犯罪案件所需的最後作為或活動進行的地方，視為犯罪地，

而根據《香港國安法》第 36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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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關於犯罪地認定的規則，在香港法例中也有

類似的規則，如根據香港《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所指定的欺

詐和不誠實罪行，其犯罪的作為或結果的任何部分在香港發

生，就視為案件發生於香港，香港法院就有管轄權。由於危害

國家安全類案件的嚴重社會危害性、案情複雜性等特點，《香

港國安法》確立的犯罪地認定規則有利於更好地制止、懲治相

關犯罪。

此外，《香港國安法》第 36條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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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符合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的，《香港基本法》第 125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繼續進行船舶登

記，並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頒發

有關證件。《香港基本法》第 12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繼

續實行原在香港實行的民用航空管理制度，並按中央人民政府

關於飛機國籍標誌和登記標誌的規定，設置自己的飛機登記

冊。正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已經授權香港特區對船舶、航空

器進行登記，同時授權香港特區對發生在船舶、航空器內的一

般性犯罪行使管轄權，《香港國安法》才可以進一步授予香港

特區對船舶、航空器內發生的危害國家安全案件行使管轄權。

在一國登記的船舶、航空器，應遵守登記國的法律，受登記國

管理，登記國對發生在船舶、航空器內的刑事案件行使管轄權

是天經地義、正當合理的。有關國際公約承認航空器、船舶登

記國的刑事管轄權，如《關於在航空器內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

他行為的公約》第 3條第 1款規定，航空器登記國有權對航空

器內的犯罪和所犯行為行使管轄權。又如根據《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第 92條的規定，船舶航行應僅懸掛一國的旗幟，而且

除國際條約或本公約明文規定的例外情形外，在公海上應受該

國的專屬管轄。因此，《香港國安法》的規定既符合《香港基

本法》的規定，也符合國際慣例和國際公約。

（二）屬人管轄

具有某國國籍的人，無論他走到哪裏，都要遵守他所屬國

家的法律，這是公民應當遵守的法律義務，違背了這一法律義

務，就要受到所屬國家的制裁，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2013

年 6月，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技術分析員的愛德華．斯諾登

將美國國家安全局關於 PRISM監聽項目的秘密文件披露給了

《衛報》和《華盛頓郵報》，隨即遭美國政府通緝，事發時斯諾

登正在香港，隨後飛往俄羅斯。從法理上來看，美國對斯諾登

是享有屬人管轄權的，但由於美國、俄羅斯之間沒有簽訂引渡

協議，俄羅斯拒絕了美國提出的引渡請求，這就使得美國無法

實現其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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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本國公民在領域外的犯罪行使刑事管轄權，為目前

各國刑法所認同，但是各國對本國公民在領域外的哪些犯罪行

使管轄權，在各國法律規定中並不一致。香港現行法律中也存

在關於屬人管轄的規定，如根據《官方機密條例》規定，香港

對其公務人員和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犯“非法洩露官

方機密罪”亦有刑事管轄權。《香港國安法》第 37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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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明確在香港特區處理危害國家

安全類案件適用屬人管轄原則。

（三）保護管轄

《香港國安法》第 38條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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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規定豐富了香港現行

法律制度關於管轄權的內容，明確對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四

類犯罪適用保護管轄原則，可以滿足有效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的客觀需要。這一規定與我國《刑法》第 8條規定類似，《刑

法》第 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

的除外。”《德國刑法典》第 7條規定：“在國外實施針對德國

人的行為，不管依行為地法律應當處罰還是不予處罰，均適用

德國刑法。”美國作為普通法系的主要國家，在維護國家安全

和打擊恐怖主義犯罪領域早已實行保護管轄，比如朱利安．保

羅．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2006年創建“維基解密”

網站，2010年該網站公佈了大量美國政府有關阿富汗戰爭和

伊拉克戰爭的秘密文件，讓美國的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擊。美

國聲稱阿桑奇在 2010年 3月協助美國陸軍前情報分析員切爾

西．曼寧破解了一個儲存在美國國防部電腦上的密碼，將最高

面臨五年監禁。雖然他不是美國人並且已經逃到英國，美國一

樣要求將他引渡到美國受審，實施管轄。《香港國安法》明確

保護管轄原則，同樣符合國際慣例和各國通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