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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研討會昨在港舉行。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中）、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右七）、港澳辦副主
任鄧中華（左六）應邀出席並致辭。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左八）、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謝鋒（左五）、中聯辦副主
任陳冬（左二）、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右四）等
與會。
政府新聞處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馮煒強報道：昨日，第二屆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
研討會假港麗酒店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應
邀出席並致辭。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謝鋒、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等出席研討會。林鄭月娥重申，政府有憲制責任就基
本法 23 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王志民則提及非法 「佔中」 波及百萬市民，形容現時法
庭的判決彰顯法治，為破壞穩定的非法行動劃出紅線；他表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就是守
護 「太平山下的太平生活」 。（林鄭月娥、王志民、鄧中華致辭全文刊 A2 版）

林鄭：國家安全值得港人深入了解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歡迎主辦方再接再厲在香港舉辦
有關國家安全的研討會，原因有三：第一是國家安全的重
要性，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是人民美好生活
的最佳保障。第二是因歷史或是宣傳教育不足夠。她不諱
言香港市民普遍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比較模糊，對國家安全
的觀念也相對薄弱，有需要深入開展有關國家安全的宣傳
教育，切實增強香港大眾的國家安全意識，動員各界在各
自的範疇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第三，國家安全涵蓋
的領域其實非常廣泛，在非軍事層面，包括經濟安全、能
源安全、環境安全、食品安全、網絡安全等，還有很多不
同方面和層次，值得大家加深了解。
她重申，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這與香港本身利
益完全一致。根據基本法，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就基本
法第 23 條訂定法例，以維護國家安全。她稱過去已多次
公開表示，就是權衡輕重、謹慎行事，嘗試創造有利立
法的社會環境，讓香港社會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對特區
的憲制要求，特區政府 「會繼續向這個方向邁進」。
林鄭強調，在沒有本地立法之前，不等於政府對於違
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視若無睹， 「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去年 9 月，
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
作」。她指，中央政府早前致函特區政府支持特區政府
處理，並請她就事件提交報告， 「編寫報告的工作已進
入最後階段，我希望在短期內向中央政府提交這份報
告，並在不影響可能出現的司法程序前提下，全面公開
這份報告」。

王志民：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
王志民致辭時指出，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亂。」香港曾因 「安全之痛」付出過昂貴代價。
2014 年長達 79 天的非法 「佔中」行動波及百萬市民，帶
來的法治之痛、民生之痛、社會之痛，何嘗不是廣大市
民的安寧之痛、社會安定之痛、國家安全之痛？香港法
院 4 月 9 日的重要判決彰顯香港法治精神，對 「佔中」這
種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穩定的非法行動劃出了
法律紅線，讓每一位愛香港的人為之欣慰。

王志民強調，沒有國家安全，就不可能有港人的安寧
福祉，在香港需要我們始終牢記 「一國」的公民責任。
國家安全並非遙遠的抽象概念，而是我們身邊真切的現
實生活，猶如空氣和陽光， 「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
存」。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就是在維護每一位港人的
安全，就是在守護 「太平山下的太平生活」。
王志民指出，沒有國家安全，就不可能有香港的繁榮
穩定，在香港需要我們始終堅守 「法治」的核心價值。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是國家安全的保障。非法
「佔 中 」 之 痛 ， 本 質 上 是 香 港 法 治 的 「核 心 價 值 之
痛」。它警醒我們，要正視並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
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 「突出短板」和 「風險點」，這是
實踐 「一國兩制」、維護繁榮穩定的保障，也是堅守法
治核心價值、維護國家安全的要義。
王志民強調，沒有國家安全，就不可能有 「一國兩
制」的行穩致遠，在香港需要我們始終不忘 「特區」的
憲制使命。香港從回歸那一天起，就重新納入了國家治
理體系， 「一國兩制」中的 「一國」，本身就意味國
家安全和領土主權完整，香港的安全本來就是國家總體
安全的一部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成員和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的重
要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維護國家
安全，只有 「一國」之責，沒有 「
兩制」之分。

鄧中華：全面準確認識國家安全觀
鄧中華致辭提出三點想法：第一，要全面準確認識總
體國家安全觀。第二，要把維護國家安全作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第三，要切實有效地維護國
家安全。為此，他提出三項建議：一是旗幟鮮明地反對
和遏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健全和完善相關體制、機
制和法律；二是防範重大經濟金融風險；三是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今次研討會由香港政策研究所 「香港願景計劃」主
辦， 「香港願景計劃」召集人曾鈺成主持。特區政府官
員、立法會議員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駐港機構代表、
中資企業和傳媒界代表、司法法律界人士、青年代表和
智庫專家學者等 400 餘名香港各界嘉賓出席。

特首林鄭月娥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參加國家安全教育展開幕式的嘉賓一同參觀展覽。
中聯辦網站

國家安全教育展開幕
【香港商報訊】昨天下午，香港政策研究所
「香港願景計劃」主辦的國家安全教育展開
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
田永江、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董事長江先
周、建銀國際副董事長栗潛心等應邀出席並共
同主禮開幕式。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
政協常委、中資企業代表等 80 餘人出席。 「香

港願景計劃」召集人曾鈺成主持開幕式。開幕
式結束後，與會嘉賓一同參觀展覽。
今年是香港首次舉辦國家安全教育展。展覽
通過圖片文字、視聽資料、小遊戲等方式，系
統介紹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以及特區政府近年
來在打擊跨境罪案、槍械和戰略物品規管、反
恐和保安事務、維護金融安全、公共衛生安
全、食品安全以及國際協作等方面取得的成
績。

香港是國家金融安全重要防線
【香港商報訊】記
者林駿強、馮煒強報
道：昨日 「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研討會
上，多位重量級嘉賓獲邀作主題演講，包括國家科學
技術部副部長黃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世界衛生
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陳茂波
指，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日趨緊密，為香港
金融服務業和整體經濟帶來龐大機遇，在這過程中香
港擔當 「防火牆」角色，確保香港金融安全不單對香
港經濟和社會非常重要，同時也是守住國家金融安全
的一道重要防線。盧偉聰則強調，警隊對涉及港獨的
違法行為 「零容忍」並會果斷執法。
黃衛演講時表示，科技是國家安全重要組成部分，
科技的先進程度決定了國家的前途與命運， 「科技興
則國家興、科技強則國家強」。他讚揚香港在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帶領下，積極發展創科，加大對創科投
放；同時，國家對香港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亦給予極
大支持，包括在粵港澳大灣區將香港打造成創科中心
等。

嘉賓觀點

香港是「防火牆」和「試驗田」
陳茂波演講更多談到如何確保香港金融體系安全。他
指，要管控好風險，關鍵是建立一套穩健有效的監管
制度，不斷強化自身金融體系的抗震力，並以 「全天
候、聯動式」的機制進行監察和應對。他稱，管得太
嚴，市場便沒有活力；管得太鬆，發展便沒有持續
力。因此，在讓市場有積極發展空間的同時，須設置
與市場變化相應的監管框架，避免市場參與者過度承
受風險，造成系統性風險，同時亦要適當保護投資者
的權益和資金。
陳茂波稱，金融安全監管不能 「鐵板一塊」，須鬆
緊有度、審時度勢地持續進行恰當的監管，以求與時
並進，並且通過透明和穩定的執行機制來建立市場和
各持份者對金融體系的信心，並加上充足的實力作為
後盾，來為這 「信心」護航。他續說，香港現時機制
是汲取過去很多本地以至國際經驗與智慧凝煉而成，
可 說 是 「今 天 的 良 方 」 。 要 繼 續 成 為 「明 天 的 良
方」，便得準確辨識過去問題的成因，修訂風險辨識
機制，不斷完善監管制度。政府不能控制未來，卻可

以做最好的準備以應付未來的各種可能。
他總結表示，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日趨緊
密，為香港金融服務業和整體經濟帶來龐大機遇。這
也是國家持續改革開放、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需要，
香港是這過程中的 「防火牆」和 「試驗田」，擔當獨
特而重要的角色。確保香港金融安全不單對香港經濟
和社會非常重要，同時也是守住國家金融安全的一道
重要防線。特區政府會繼續盡責地做好監管工作，竭
盡所能，為香港、為國家金融安全作貢獻。

衛生是國家安全重要內容
陳馮富珍演講指出，衛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
由非典型肺炎(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到在非
洲暴發的伊波拉疫情，都給社會上了寶貴一課，並從
中汲取教訓。隨交通、貿易越頻繁，疾病傳播的風
險亦不斷提升，故市民要從個人做起，防患於未然，
加強衛生認識。
她還表示，世衛給各國發出指引，須加強疾病、
疫情的通報及分享。事實上，自非典後，內地與香
港在公共衛生範疇都投放了很大資源，如今看來其

作用及成效都非常顯著。她強調，在衛生安全範
疇，並沒有 「兩制」之分，只有 「一國」之責，兩
地民眾必須盡公民責任，同心同行維護衛生安全、
國家安全。

警隊對「港獨」零容忍
盧偉聰演講時強調，警隊對涉及 「港獨」的違法行
為 「零容忍」，並會果斷執法，依法取締任何 「港
獨」組織。他表示，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一部分，香港繁榮穩定全賴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
制」及《基本法》的規定，雖然港人享有高度言論自
由，但並非無底線。任何鼓吹 「港獨」的行為都是違
反基本法，這明顯是破壞香港及國家的繁榮穩定，故
此，這些行為必須得到遏止。
他表示，任由 「港獨」在香港散布會嚴重影響社會
安寧，警方不論過去或未來都會果斷執法。近年來，
一些 「港獨」組織在多個場合進行宣揚 「港獨」活
動，明顯危害國家安全，若任其發布會導致香港內部
不穩，警方絕對不會姑息 「港獨」行為，因而依據
《社團條例》禁止 「
民族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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