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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 香港繁榮 市民有福
昨日是全國第六個 「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 ，本港以 「國
家安全，護我家園」 為主題舉
辦了一系列活動，包括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紀律
部隊訓練學校開放日、公眾教育展覽等。全港市民
通過這些豐富多彩的活動，不僅親身感受到新時代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濃厚氛圍，亦更加理解國家安
全對於香港發展和每一位市民的重要意義。只有國
家安全得到切實保障，香港才能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安心聚焦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從而不斷提升
每位市民的福祉。所以，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國家
安全人人獲益。
今年的國家安全教育日對於香港來說具有特別重
要意義，這是香港國安法在港落地實施後第一個國

家安全教育日，亦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主辦的第一個國安教育活動。香港國安法有效打擊
和震懾了無休止的黑暴和社會動亂，令香港社會快
速恢復穩定和秩序；而正在立法會進行審議的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將
補上本港在選舉制度上的漏洞，確保香港管治權牢
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兩項法案都是中央為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作出的重大舉措，更是守護香港未來
的 「利劍」 和 「堅盾」 。
香港是屬於中國的特區，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市
民都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安全；而香港過去兩年
由亂到治的經驗和教訓亦再次證明，國家安全漏洞
一日未被堵上，香港都難有安寧之日，廣大市民的
正常生活和利益亦無法得到保障。正如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昨日致辭中指出：國家安全是國之大計，中
央政府將堅定不移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
任；國家安全是發展所憑，特區要切實承擔起在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國家安全是民生所依，
廣大香港同胞需積極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義
務。駱惠寧的講話一語中的，清晰指明國家安全和
香港發展穩定乃至市民利益福祉之間的緊密相切聯
繫，十分具有啟示意義。
全國人大在去年和今年接連制訂香港國安法和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從憲制層面堵上香港在國家安全
上的漏洞，而本港亦須主動且積極承擔起維護國安
的責任和義務。除了落實好香港國安法，及做好關
於完善香港選制的本地立法工作，特區政府和全體
市民亦需要不斷提高國安意識。特首林鄭月娥昨在

「利劍」和「堅盾」讓香港明天更光明

同鄉社團愛國中堅 與時俱進參政議政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文怡
《2021 年 完 善 選 舉 制 度 （ 綜 合 修
訂）條例草案》刊憲、提交立法會首
讀二讀審議，香港不折不扣落實全國
人大決定，邁出堅實步伐，令人欣
喜。《條例草案》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體現
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內容清晰具體、便於操作
實施，選委會、立法會、特首選舉 3 場選舉時間表確
定，讓社會各界可據此安排部署選舉、充分動員。尤
令人欣慰的是，看到《條例草案》公布了新增第三界
別的同鄉社團 60 席名單，筆者所在的香港廣西社團總
會皆列入其中，令人倍感鼓舞。這是對長期以來堅定
不移支持 「一國兩制」 、在過往選舉中支持愛國愛港
候選人主力軍的同鄉社團的極大肯定，同鄉社團代表
加入香港管治架構，將鼓舞同鄉社團吸納、培訓更多
管治人才，壯大治港愛國者力量，亦可發揮社團積極
作用，動員組織同鄉社團成員積極投票，確保未來 3
場選舉順暢進行。
作為同鄉社團的一分子，我們非常欣喜看到中央肯

港事
講場

定同鄉社團這麼多年來對香港地區工作的耕耘和奉
獻。各同鄉社團一直服務在最前線，深入社區，服務
市民，廣泛團結鄉親融入香港，宣傳號召社團會員支
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支持中央推動 「一國兩制」 在
香港的順利實施。

中央肯定同鄉社團貢獻

過往每逢區議會、立法會選舉等重大事項，同鄉社
團總是衝在最前面，是愛國愛港候選人助選的主力
軍。香港是個移民社會，也是個社團社會，主要移民
地是內地，廣東、福建、廣西等規模大的社團會員超
過幾百萬人。同鄉會會員大多為內地新移民或父輩來
自內地，同根同源，同聲同氣，對國家及家鄉有感
情，也有支持香港安定團結的責任感和自豪感。這一
批堅定的愛國力量這次被重用，將有利於推動落實
「愛國者治港」 。
香港同鄉社團是熟悉香港並在不同領域服務香港社
會的重要力量，亦對國家事務有較多了解。中央此次
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特別重視選委會的廣
泛代表性及各界的均衡參與，在選委會設立了
同鄉社團界別，讓同鄉社團從後台走到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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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亦將有利於更好地向香港社會宣傳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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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服務香港
同鄉社團發展至今，被中央賦予新的歷史任務，是
榮幸也是沉甸甸的責任。同鄉社團長期以來在有關鄉
親會員服務、支持愛國愛港工作中做出巨大貢獻，面
對新的時代需要，同鄉社團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進
工作方式，更加深入基層，腳踏實地了解基層會員的
切實需要，幫助基層會員融入香港社會，從基層做
起，是愛國者最好的政治路線，真正起到基層社團的
作用。
同鄉社團更要重視青年人才培訓、提高青年骨幹和
會員的積極性，為年輕人搭建更多事業發展平台，幫
助他們就業及提供事業發展機遇。吸納新生代年輕人
除了靠鄉情、福利等，思想教育上還仍需雙管齊下，
從小到大循序漸進進行愛國主義及國家安全教育。昨
天是國家安全教育日，各界高度重視、積極參與，同
鄉社團當仁不讓要成為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力量，發
動社團會員積極參與國家安全教育活動，幫助青年提
升國家安全意識、更了解國家及香港的關係，為培養
下一代的愛國愛港生力軍而不懈努力。
進入管治隊伍，帶給同鄉社團領袖進一步加強學
習、提高參政議政能力的動力與緊迫感，同鄉社團全
面提升管治能力、吸納更多精英人才加入，凝聚人
心，擴大影響力，獲得更多市民和鄉親認同，將在支
持愛國愛港工作中一呼百應，更好護航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縱暴政客「草」
盡顯虛偽
鄧開榮
香港 「講一套，做一套」 的文化在
「民主自由」 的包裝下愈來愈普遍。
自從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完善選舉
制度的政策出台，縱暴派更完美演繹
何謂 「講一套，做一套」 的扭曲價值。
多間傳媒近期引述消息稱，去年被 DQ 的公民黨
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已離港。在郭榮鏗的議政
生涯中，令人最難忘的是他跑到外國 「告洋狀」 ，
而他亦曾以立法會內會副主席身份包庇攬炒派議員
不斷拉布，令內會拖足半年仍未選出主席，嚴重影
響經濟民生工作。
據報道，曾強調自己並無計劃離開香港的郭榮
鏗，已經與妻兒遠赴他國。有人說賣國求榮者完成
「任務」 ，回歸其 「金主」 ，不足為奇，但奇就奇
在 「黃絲」 仍然避談縱暴政客一次又一次撇棄 「手
足」 的真相，繼續自怨自憐，自欺欺人。
最近，有 「黃店」 因售賣未有標示中英文雙語警
告或警誡字句的商品，涉嫌違反《消費品安全規
例》。雖然該店違規在先，但只要冠上 「被打壓」
之名，就如同施法術般招徠大批 「黃絲」 排隊獻金
支持。有人也譏諷此類把 「排隊購物」 視為 「壯
舉」 的低成本 「抗爭」 ，當然會有 「黃絲」 捧場，
但如果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相信 「黃絲」 擁躉都紛
紛變大難臨頭各自飛的郭榮鏗。

長話
短說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20山东航
空MTN001，债券代码：102000814)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
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 行 人：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20山东航空MTN001
4.债券代码：102000814
5.发行总额：10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99％
7.本年付息日：2021年4月24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8.到期兑付日：2023年4月24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资金由银行间市
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
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
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述飞
联系方式：0531-85698865
2.主承销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鹏
联系方式：010-67596478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6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

昨天是第六個 「全民
修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堵
國家安全教育日」 ，香
塞了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選舉進入特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區管治架構的制度漏洞。駱惠寧又
安全委員會首次舉辦
提到 「網絡上把中央兩大舉措，比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作維護社會穩定、守護香港未來的
日」 系列活動，同時亦是香港國安法
『利劍』 和 『堅盾』 ，我看網友們
通過後，首次舉辦此項遍及全國的活
看得很準」 。 「利劍」 和 「堅盾」
動，目的在於提高全港市民的國家安
一攻一防，劍指向外、盾守護內，
全意識。
這是把香港國安法比作 「利劍」 ，
雖然在現時的疫情下，仍有社交距
依法打擊外國勢力，直取為禍國家
離的限制，但本年的 「全民國家安全
安全的亂港分子。根據香港警務處
教育日」 比以往關注度高，而且公眾
資料，自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國
參與 度 比 以 往 高 、 宣傳力度比以往
安處拘捕了大約 100 人，其中超過
強，香港市民普遍都認同、理解和大
一半已經被起訴，這些 「硬對抗」
力支持，積極扶老攜幼參加各項展覽
的一一被依法打擊、依法懲治。
和紀律部隊學校的開放日。 「全民國
全國人大 「3·11」 決定和人大常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左二）觀賞學生參加 「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比賽」 的作品。
家安全教育日」 以大幅度的宣傳教育
委會完善特區選制是 「堅盾」 ，其
國安委工作之責任，而駱惠寧首次以此身份參與公開活
繼續大力提高香港各界的國家安全意識。
鞏固 「愛國者治港」 原則、堅決落實中央全面管治
動，是名正言順地將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職責落實在針
我們特別要留意到一點，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權，在內清除反中亂港分子設下之障礙，補固 「一國
對特區的宣傳教育上。同時，這次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實
2021」 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中，在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兩制」 之根，為特區解決經濟民生領域深層次問題提
施後第一個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
月娥發言後，由中聯辦主任、香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
供有利條件。
員會第一次主辦國安教育活動，以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身
全事務顧問駱惠寧發表重要講話。這次是中聯辦主任
「利劍」 和 「堅盾」 攻防得宜，加上民心所向，使
份出席的駱惠寧之發言值得一讀再讀、一聽再聽。
駱惠寧首次以香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身
得此劍更加鋒利無比，此盾堅不可摧。國家是香港的
份參與在香港的公開活動。
根，而國家安全是國之大計、發展所憑、民生所依。
國家安全攻防得宜
駱惠寧在發言中強調國家安全是國之大計，中央政府
如今中央已為特區備下 「利劍」 和 「堅盾」 兩項國家
駱惠寧強調，去年 6 月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終結
將堅定不移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事實上，
安全 「法寶」 ，特區市民的安寧更受保障，香港的明
了在香港的國家安全不設防歷史。上個月人大常委會
中央任命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有支持和監督特區政府
天將更為光明。

香港
脈搏

近月本港疫情趨
向穩定，連帶特區
政府都開始鬆口，
將於下月中推出
「來港易」 計劃，讓獲得配額的
內地人士抵港後可豁免強制檢
疫。這消息可算是一樁大喜訊，
特別是過去一年本港經濟陷於水
深火熱，有關措施一旦落實，定
必為本港經濟帶來久違的回暖春
風。在這個關鍵時間點上，我們
更應把握機會，盡量令本地個案
清零之餘，更須嚴防輸入個案，
以免來之不易的成果，再次因輸
入個案功虧一簣。
過去兩三星期，本港的確診個
案主要是外地輸入，伴隨零星本
地個案。近日亞洲及歐洲多國，
都出現了疫情反覆擴大的象，
加上新冠病毒不斷變種，本港外
防輸入措施，需要加大力度，防
止病毒流入本港。例如港府可考
慮再次收緊病毒肆虐地區的抵港
政策，甚至禁飛，以守住第一道
防線。
本地防控方面，雖然本地個案
已大幅回落，但仍出現零星源頭
不明個案，顯示社區隱形傳播鏈
仍然未有絕。可幸政府加大檢
測後，個案均發現得早，未有再
如跳舞群組般出現大規模爆發。
不過，除了政府加強檢測及執行社交距離措施，要
有效管控疫情，最有效的方法，仍是靠市民接種疫
苗，建立群體免疫屏障。
縱使特區政府將推出 「來港易」 ，但離真正與內
地通關仍是有一段距離。因為 「來港易」 只是由內
地到港免檢疫，但返回內地仍須接受隔離，有關措
施對內地旅客到港的誘因仍是極少。我們須給予中
央政府信心，早日清零，讓內地與香港早日雙向通
關。所以希望各位市民，配合防疫政策，積極接種
疫苗，為通關創造條件。

參政
議政

早清零早通關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季霆剛

開幕禮中就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安職責明確提出以
下三點：其一是以整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來推動香
港的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確保全面理解、全面推動
和全方位實踐、涵蓋特區不同政策範疇；其二是動
員全社會參與，切實提高香港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
和守法意識，務求做到 「維護國安、人人有責」 ；
其三是公職人員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會有更重要的
任務，特區政府正全力建立一套公職人員宣誓維護
《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的健全體制。
市民曾經歷了黑暴動亂，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安
全與穩定，也更明白國家安全從來不是遙遠的空中
樓閣，而是與香港前景緊密相連，更與我們每一位
香港市民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關。維護國安，香港
繁榮，市民有福！
香港商報評論員 趙燕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