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

2019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二

責任編輯 周武輝

美編 王彬彬

新聞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

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我很高興繼去年之後，再次出席由香港政策研究所
和香港願景舉辦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
去年的研討會取得成功，在社會上引起了正面的迴
響，大家都支持主辦方今年再次舉辦這個活動，所以
主辦方可以說是徇眾要求，讓研討會載譽歸來。
特區政府當然十分歡迎主辦方今年再接再厲，在香
港舉辦有關國家安全的研討會，起碼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去年的
研討會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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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會繁榮穩定、人民
安居樂業，與維護國家安全是分不開的，是我們每一
個人都要關心的，也是香港各界的應有之義。
第二，我去年也提過，因為歷史或是宣傳教育不足
夠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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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需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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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舉辦的研討會，就正正回應了香港
在這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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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研討會，除了我

和王志民主任以外，主辦方邀請了五位嘉賓講者，
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鄭淑娜副主
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楊義瑞副特派員、特區
政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及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分別從法律、外交、保
安、食物及衛生和金融角度深入探討國家安全問
題。主辦方其後還把他們的發言編成小冊子，相信
影響更大。但國家安全還有很多不同方面和層次，
值得我們大家加深了解。因此今年主辦方又邀請了
非常重量級的嘉賓作演講，剛才曾鈺成已經說了，
我不再重複，唯一是我希望特別感謝我的好朋友陳
馮富珍女士，她從世界衛生組織退下來後很少公開
發言，這次我親自邀請她她才同意，感謝你 Margaret。我相信一會兒他們的介紹，肯定有助市民對國
家安全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各位朋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這也是與香港本
身利益完全一致。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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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去已多次公開表示我的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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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會繼續向這個方向邁進。
但在沒有本地立法之前，並不等於我們對於違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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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等於我們對可以用來處理若干
應嚴厲禁止的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 「備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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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香港民族黨
提出的上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也於今年 2 月 19
日作出決定，確認保安局局長的命令有效。
其後，中央政府在 2 月 26 日向我發出公函，就香
港特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一事表明意
見。其中，中央政府表明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香
港民族黨運作，並重申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
完整，是特區政府的職責，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中央政府也請我作為行
政長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向中
央政府提交報告。中央政府以公函形式表態支持，
是對特區政府有關工作的肯定；而請我作為行政長
官就有關事宜提交報告，則體現了行政長官向中央
人民政府負責的憲制責任。編寫報告的工作已進入
最後的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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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

全面公開這份報告。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國家去年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
年，香港也有積極參與。我在去年 11 月率領了 160 多
人的慶祝改革開放代表團訪問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
親自會見我們，並發表重要講話。習主席在他的講話
中，充分肯定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所作的貢
獻，並說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仍然具
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
用，我們對此感到非常鼓舞。習主席在講話中也提出
了他的希望，其中就包括希望香港和澳門更加積極主
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習主席說： 「港澳同胞要按照
同 『一國兩制』 相適應的要求，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
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提高管治能
力和水平。同時，大家要關心國家發展全域，維護國
家政治體制，積極參與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
會、生態文明建設，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為此，我們必須努力提高市民大眾對國家安全的意
識，香港政策研究所和香港願景今天舉辦研討會，肯
定有助我們這方面的工作，我對它們的努力致以由衷
的謝意。
(以上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研討會致辭)

太平山下如何共享「太平」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王志民
今天是第四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政策研究
所 「香港願景」 繼去年首次成功舉辦 「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 研討會之後，今年又繼續如期舉辦研討會，
還籌辦了展覽，這說明香港開展國家安全教育的形式
更加多樣了，內容更加豐富了。我代表中央政府駐港
聯絡辦，預祝活動圓滿成功！對主辦機構 「香港願
景」 、曾鈺成先生以及專程從北京來港參加活動的鄧
中華副主任、黃衛副部長表示衷心感謝！希望參加研
討會、參觀教育展的朋友們都能聽有所得、看有所
獲！也真誠希望更多市民和青少年朋友踴躍觀展，讓
維護國家安全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成為根植於內心
的信念，成為無需提醒的行動自覺。
我們知道，安全是人類第一位的社會性需求，安全
也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因此，在準備今天的發言時，
我就在想，我們在 「一國兩制」 的香港開展國家安全
教育、討論國家安全，究竟該從哪些角度去思考、去
把握？
這段日子，香港法院 4 月 9 日的一個重要判決引起
了社會的高度關注和許多市民朋友的熱議，也啟發了
我的思考。4 月 9 日，無疑是彰顯香港法治精神的重要
一天，香港的法治和公義寫下了重要一頁。香港法院
對策劃組織非法 「佔中」 行動的 9 人全部做出有罪裁
決，很多市民感慨這是香港的勝利、法治的勝利，感
歎 1654 天之後終於迎來正義的審判。這場審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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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審判，也讓長達 79 天的非法 「佔中」 行動再
次回到人們的視野，喚起市民心中的法治之痛、民生
之痛、社會之痛。非法 「佔中」 行動波及百萬香港市
民，影響多少的士司機 「手停口停」 的艱難生計，高
峰時期全港近半數巴士路線需要暫停服務或改道，每
天有超過一千間酒店房間預訂被取消，佔領核心區域
內中小企零售商銷售額跌幅達八成，一度使香港從
「最安全之地」 淪為 「動蕩之都」 ，使香港市民引以
為傲的金融中心地標 「中環」 淪為人流車流阻塞、資
金流不暢的 「髒亂差之區」 ，給香港的經濟增速、繁
榮穩定和國際形象造成極大傷害。許許多多的社會人
士、市民朋友深切感歎，非法 「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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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現實是最生動的課堂。過去幾
年，不斷有朋友談起，為什麼個別本應該為人師表的
教授、學者可以公然煽惑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佔
中」 計劃？又為什麼要我們廣大市民為他們造成的社
會傷害 「埋單」 ？為什麼這種破壞社會安寧、危害經
濟民生的違法事件可以持續 79 天之久？又為什麼挑頭
犯法者至今對罪責沒有一點悔意和承擔，人們對正義
的等待會如此艱難如此漫長？對於這些問題，不同的
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我想每一位市民朋友都不應

該放棄也不會放棄對答案的思考。中國有句古話，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如果說
香港曾因 「安全之痛」 付出過昂貴的代價，那麼痛定
思痛，我們理應從中深切思考、得到啟發。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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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市民朋友在問，非法 「佔中」 過去 5 年
了，社會的戾氣還在嗎？香港還是原來的香港嗎？言
語之中，隱含對香港未來的期待。我們知道，今天
的香港依然是全球罪案率最低的城市之一，2018 年香
港本地犯罪率每 10 萬人中僅有 758 宗，為 1971 年以來
最低；2018 年香港經濟增速 3%，位居全球發達經濟體
的前列；失業率降至 2.8%，為 20 年以來新低。很多很
多的市民朋友都稱讚，香港 「風更清、氣更正、信心
更足了」 ，當今香港確實做到了 「太平山下享太
平」 。大家都很珍惜和期盼，香港形勢穩中向好、持
續向好，太平山下享太平、維港兩岸競爭妍。
然而，市民的提問也警醒我們，安全猶如空氣和陽
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相信經歷過非法 「佔
中」 之痛的廣大香港市民，對這一點都有切身體會。
沒有安寧與安定，生活就無法保障，發展就無從談
起，民生就是一句空話。因此，今天我們討論國家安
全，既有廣泛的普及性，也有明確的針對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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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少數人的特殊職責，更是每個市民共同的
「公民責任」 。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不僅是 「一國
兩制」 的題中之義，更直接關係港人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我們應該始終牢記，任何時候，國家安全都是老
百姓最穩當、最可靠的幸福保障，維護國家安全，就
是在維護每一位港人的安全，就是在守護我們 「太平
山下的太平生活」 。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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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很多美譽， 「東方之珠」 「金融中心」
「美食之都」 「購物天堂」 等等，而支撐這些美譽
的，是香港全球最安全城市的盛名。這背後蘊藏一
個深刻的道理，國家安全、社會安寧是最基本的公共
產品，也是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一位外國
朋友講，他很放心讓自己十來歲的孩子晚上十點多從
香港街頭步行回家，這在西方其他城市是不可想像
的。香港安全，才能吸引全球跨國企業來港設立亞太
總部，才能吸引全球一流的金融科技和文化藝術人才
來港工作，也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和遊客。香港
要繼續增強和提升這種吸引力競爭力，讓人流、物
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繼續匯聚香江，繼續給香港帶來
無窮商機和活力，這有賴於對香港社會秩序與安全的
信任，對以憲法和基本法為根本保障的香港法治核心
價值的堅守。太平山下保太平，才能 「太平山下享太
平」 。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是國家安全的保障。
香港開埠百餘年來，逐步形成了被港人視為核心價值
之一的法治精神，成為香港的寶貴財富。據研究機構
評定，香港人類自由指數世界排名第二，法治排名亞
洲第二，較回歸前大幅提升，且排在許多西方發達國
家前面。維護國家安全，正需要珍視法治精神，實現
對國家安全問題的依法治理。香港法院關於 「佔中」
案長達 268 頁的判詞，核心要義是向香港社會傳遞一
個明確的信號：尊重法治、維護法治。以所謂 「公
義」 包裝的非法 「佔中」 ，不僅是對 「公義」 的偽善
和侮辱，更是對香港法治這一核心價值的深層次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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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我還想對香港青年朋友分享幾句話。國家的
穩定和進步，是香港繁榮發展的最大前提，也是我們
青年朋友們未來事業發展的最大前提。青年興則國家
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在維護香港法治精神方面，我
們對青年一代寄予厚望。香港青年視野開闊、思維活
躍，對國家和民族、對社會和自身，都有自己的思
考，理應對現代文明和社會理性有更深的理解，對法
治信仰和法治精神有更多的堅守。衷心希望香港青年
一代成為法治的守衛者、社會的守望者、安全的守護
者，更好地把握自由的邊界、敬畏法律的尊嚴、樹立
法治的信念，做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維護國家安全的
中堅力量。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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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回歸那一天起，香港就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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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是總體國家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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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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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曾經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這是 「一國兩制」 的初心。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在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的帶領下，特區管治團隊和社會各界
人士共同努力，香港社會對國家安全的理解更深刻了，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更強了。因此，香港這個共同家園
也更加安寧和美好。
習近平總書記前年 「七一」 視察香港時強調指出，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
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林
鄭月娥行政長官也多次強調，特區政府在打擊 「港
獨」 和防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等大是大非問

題上態度絕不含糊，對觸碰國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
忍。去年，特區政府依法禁止了主張和宣揚 「港獨」
的 「香港民族黨」 運作，堅定維護和堅守了國家安全
的底線。正是因為特區政府對 「港獨」 這類嚴重衝擊
「一國兩制」 底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零容
忍」 ，正是因為香港社會各界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日益
深刻、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日益堅定，近兩年來，
香港社會的正能量才會不斷上升，整體形勢才會穩中
向好，香港也才會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贏得
更多新機遇、更大新空間和更強新動力，才能再創香
港的新輝煌。
當然，在看到成績、堅定信心的同時，也要增強風
險意識、樹立底線思維。當前，我國安全環境是冷戰
結束以來最為複雜且變數最多的，一些別有用心的國
家想通過打 「香港牌」 遏制中國。而我們香港也有極
少數人跟反華政客與組織沆瀣一氣， 「密會」 「座
談」 ，極力 「唱衰」 香港，乞求外國干預。這種拿
香港納稅人高俸厚祿卻遠赴重洋 「賣港求榮」 的行
徑，令廣大市民所不齒、令全體國人所唾棄，也令我
們中華祖先所唾棄。
香港與祖國命運相連、休戚與共， 「皮之不存，毛
將焉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曾有網友說：
「你最牛的背景，是今天的中國。」 對於我們香港來
說，何嘗不是如此？從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到 2003
年 「非典」 疫情，再到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央一
次次及時伸出強有力的援手，始終 「挺港」 「惠
民」 。這些歷史事實都一再印證了一條真理：香港
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只有用好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與中國經濟這片大海一道
經受風浪考驗，香港這顆 「東方之珠」 才能綻放更加
奪目的光芒，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回望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國家和香港走過的道路，
我們都會有共同的深刻感受：國家的和平強盛來之不
易，香港的興旺發達來之不易。再過幾個月，我們就
將迎來新中國 70 周年華誕。經歷過太多的坎坷，身處
當今這樣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好時代，任何一個中國
人，都不會允許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安全再受到侵犯；
任何一個 「愛港如家」 的香港市民，都不會允許香港
穩中向好向上的氛圍再受到破壞。我們期待，700 多
萬愛香港、愛國家的香港同胞都能牢記習近平總書記
「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的殷切囑託，繼
續同心同向同行，共同為 「中國號」 巨輪劈波斬浪保
駕護航，共同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 「一國兩制」
偉大事業行穩致遠的嶄新篇章。
謝謝大家！
（本文是 4 月 15 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
在 2019 年 「 全 民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 研 討 會 上 的 致
辭）

要切實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鄧中華
香港回歸以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市民安居樂
業，香港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歸功於特區政府和香
港市民的共同努力，歸功於國家的大力支持，同時也
與今天研討會要探討的主題密不可分，那就是維護國
家安全。剛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王志民主任分別從
香港和國家角度，對維護國家安全作了精彩的闡述，
我深受啟發。我也想藉此機會就認識和維護國家安
全，談幾點想法，與大家分享。
第一，要全面準確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針對新時代
國家安全工作，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的要求，即必須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的安全為宗
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
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
和共同安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當
前，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
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

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安全問題早已超出了傳統的
政治、軍事、外交等範疇，涵蓋了經濟、金融、文
化、科技、生態、網絡等各領域，安全問題的聯動性
也更加突出，各種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牽
一髮而動全身。安全問題離我們每個人並不遙遠，實
際上存在於我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與
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我們要提高對國家安全重
要性、緊迫性的認識，增強防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意
識，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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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21年多來，之所以能有效地
應對各種挑戰，保持長期的繁榮穩定，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堅決貫徹 「一國兩制」 的方針。我們這裏講的 「一
國」 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之
前，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算做足了 「一國」 的功
夫。 「一國」 具有豐富的內涵，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維護國家的安全，是 「一國兩制」 題中的應
有之意、必有之意，是在香港貫徹 「一國」 的最重要的
內容，也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責任和義務。近年
來，香港出現了一些衝擊國家安全底線、損害香港繁榮
穩定的違法行徑，是對 「一國兩制」 的嚴重危害，對此
必須以零容忍的態度依法處理。
第三，要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在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要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
要求，結合香港的實際，積極作為，務實有序地開展
有關工作。在此我提三點建議。
一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和遏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要健全和完善相關的體制、機制和法律。在香港
有效地防範和懲治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行
為，要積極引導市民凝聚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共
識，大力營造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的社會輿論環境。
二是要防範重大經濟金融風險。香港經濟金融發

達，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極易受到
外部市場的影響。近年來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積極互
動，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陸續推出，香港金融市
場的波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內地的金融安全造成影
響，這就更需要我們完善維護經濟金融安全的體制機
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三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是安全的基礎，
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只有發展和安全並重，才能做到持
續發展，持久安全。 「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為香港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巨大的市場和無限
的商機。我們要充分利用好這個契機，努力培育新優
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
的長期繁榮穩定打下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謝謝大家。
(以上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昨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研討會致辭，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