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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會陳寶生 盼港名校落戶灣區

■林鄭月
娥與陳寶
生（左）
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頒佈後，確
立每年 4 月 15 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今年首
度響應。香港政策研究所及「香港願
景」今日舉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研討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在禮賓府與國家教育部部長陳
寶生會面。林鄭月娥在會面中表
示，倘香港的知名院校可以落戶
粵港澳大灣區，將促進兩地師生
交流，及配合大灣區打造成國際
化教育基地的目標，期望得到國
家教育部支持。
林鄭月娥昨日在會面中表示，她
很高興繼去年8月在北京拜會陳寶

生後，再次與陳部長會面，並代表
特區政府歡迎陳寶生首次以教育部
部長身份訪問香港，在前日（13
日）和昨晨分別參觀了教育設施、
見證了兩地高校聯盟的成立和與業
界交流。

感謝教育部挺港教育
她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青
年的發展，而培育青年必須從教
育做起，並感謝陳寶生及國家教

育部一直大力支持特區政府的教
育工作，包括推行高校免試招收
香港學生計劃，擴大香港學生的
升學途徑，至今參加的高校已增
至過百間；為在內地大學畢業的
香港學生發出就業報到證，方便
他們在內地工作；給予在深圳讀
書的香港學童與內地學生同等的
待遇，讓他們可以進入公立學校
接受義務教育，毋須長途跋涉跨
境上學。

冀打造國際化教育基地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的教育產業
具發展優勢，多所大學位列國際排
名前百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即將出台，將帶來無限機遇，倘香
港的知名院校可以落戶大灣區，將
促進兩地師生交流，及配合大灣區
打造成國際化教育基地的目標，期
望國家教育部支持特區政府及香港
院校的有關工作。

港首響應國安教育日
政研所「願景」今辦研討會 林鄭王志民出席致辭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將出席並致辭。
2015 年通過《國家安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全法》，確立每年 4 月 15 日為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並通過多種形式展開相關宣傳
教育活動。過去兩年，全國各省各市均會展
開一系列宣傳教育活動，包括召開座談會、
在校園舉辦國家安全知識教育講座、國家安
全知識競賽等，並利用廣播、電視或網絡等
媒介宣傳相關知識。
香港今年亦首次響應舉行活動，今日舉行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研討
會由香港政策研究所及「香港願景」主辦，
今日上午11時在金鐘一酒店舉行。
研討會的嘉賓鼎盛，除了前立法會主席、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兼香港願景計劃召集
人曾鈺成致辭外，林鄭月娥及王志民亦會出
席致辭。

鄭淑娜楊義瑞李家超等演講
其他講者還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
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娜，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楊義瑞，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總裁陳德霖，內容料將涵蓋網絡安全、金
融，以及國家主權安全等議題。
自從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國家一
直強調國家安全工作，包括 2013 年第十八屆
三中全會決定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2015 年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
綱要》、2015 年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安全法》、2017 年中央召開國家
安全工作座談會，同年將「堅持總體國家安
全觀」寫進黨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共 7 章 84
條。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
受內外威脅的狀態，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
能力。
國安法要求國家安全工作應當堅持總體國
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
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
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
託，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構建國家安全體

系。
法例規定，中國公民有維護國家安全的義
務及權利，包括遵守憲法及法律法規、及時
報告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線索、不得有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得向危害國家安全的個
人或組織提供資助等。

國安法提及港義務責任
國安法其中兩條文則特別提到香港特區，
包括第十一條第二款：「維護國家主權、統
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及第四十
條第三款：「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
娜在2015年7月1日有關國安法的新聞發佈會
中指出，港澳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規定，
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對兩個特區和港澳
同胞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提出原則要求是必要 ■特區政府今年首度響應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圖為內地公安去年在教育日前夕，為學
生講解國家安全知識。
資料圖片
的，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

國際青商
「帶路」
高峰會 陳冬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國際青年商
會香港總會昨日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一
帶一路國際青年高峰會 2018」，匯聚「一
帶一路」沿線各國青商代表一同探討「一
帶一路」機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談及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角色，
指世界仍認為香港是通往內地的最好窗
口，香港可以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
與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開拓中
國市場。

■國際青年
商會香港總
會「一帶一
路」國際青
年高峰會
2018， 賓
主主持啟動
儀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陳百里：港當「超聯人」拓「帶路」機遇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青年工作部部長陳
林出席峰會並主禮，來自香港和海外的 300
名嘉賓參與。峰會開幕式上，陳百里以
「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為主題
分享香港優勢。他表示，隨着港珠澳大
橋、廣深港高鐵、蓮塘口岸的開通，將進
一步拉近內地與香港的距離，香港將積極
維持原有的優勢，開拓新的發展機遇。
他續說，在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中，香港
將成為「超級聯繫人」，聯繫內地各城市
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香港將結合金
融、法律等優勢，提供高度國際化的管理
服務，並相信世界仍認為香港是通往內地
的最好窗口，香港未來能與更多「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合作開拓中國市場。

葉太囑港青增創業精神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聯席主席、新民黨立法

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一帶一路」理念是
祖國實現國際經濟、文化融合，香港將是其
中的重要戰略折點。「一帶一路」將為青年
帶來新的創業、就業機會，希望青年人增強
創業精神，尋找生意機會，拓寬視野、增長
知識，邁向美好未來。
香港金融發展局內地機遇小組成員陳鳳
翔就在主題演講中向外國嘉賓詳細介紹了
「一帶一路」。
剛得到天使基金的客貨車電召平台 Lalamove 共同創辦人兼董事許家維，會上分享
了公司衝出香港、走向東南亞的發展心得。
他介紹，自己的公司曾涉足新加坡、泰
國、菲律賓等國家，令他發現東南亞地區分

散，各地要求不甚相同，還有文化差異，如
泰國當地運輸慣用電單車、新加坡對價格要
求較高等。
面對種種困難，他直言：「就是難才要
做，困難被克服了就會變成優勢，公司將
繼續開發東南亞市場，再創高峰。」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簡汝謙表示，
內地的創業者正不斷向海外發展，包括基
建、投資等，不少海外投資者亦對內地市場
有着濃厚興趣，相信香港將是實現祖國與世
界互聯互通的大門。

31.4%港青認同港優勢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昨日同時發佈「青

抹黑國歌法「眾志」
荼
「獨」
街坊

■「眾志」昨日舉行反國歌法本地立法論
壇，但只有寥寥市民圍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國歌
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履行憲制責
任推展本地立法工作，惟「暗獨」組織「香
港眾志」就舉行反對國歌法的本地論壇，聲

稱國歌法是「洗腦教育」、「損害思想自
由」及「違反基本法」云云。有執業大律師
及立法會議員批評，「眾志」成員對國歌法
「斷章取義」，企圖誤導市民，更乘機鼓吹
「港獨」。
「眾志」昨日在美孚新邨附近的空地舉行
論壇，雖然此地鄰近商場出入口，人流密
集，但最多只有10名途人停留圍觀。
「法夢」成員黃啟暘在論壇上稱，任何
「與國防外交無關」的全國性法律均不應納
入基本法附件三，加上國歌法「損害特區自
治權」，不明白為何特區政府「強制進行」
本地立法工作。
他聲言，香港目前的國歌法草案要求全港中
小學將國歌納入教程，與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
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

策……」有衝突，因為條文中的「原有教育制
度」中並不包含國歌。

恐嚇市民易誤墮法網
黃啟暘更危言聳聽稱，外國遊客倘不遵守
國歌法，可能會因此被判罰款及監禁，又
「恐嚇」在場居民，稱港人在路過、工作、
在茶餐廳看電視時聽到國歌而沒有肅立，等
同「用其他方式侮辱國歌」。
自稱是執業大律師的鄒幸彤形容，特區政府
「搬字過紙」，將國歌法在內地的條文內容「移
植」到香港法律中，並無理會香港的實際情況，
加上條文字眼模糊，並無清楚界定何謂「侮辱
國歌」，「分分鐘唱國歌走音都犯法！」

政府已澄清規限範圍
不過，特區政府上月在解釋國歌法條

年『一帶一路』問卷調查」結果。大會訪問
了香港以及內地、澳門、新加坡、韓國、馬
來西亞、泰國、印尼、蒙古及阿聯酋的18歲
至40歲青少年。
在收到的884份問卷回覆中，47%認為「一
帶一路」對青年人生活「有較大影響」，
37%認為「有很大影響」。近半受訪者同意
善用「一帶一路」投資全新市場。
調查結果並顯示，68%香港受訪者知道
「一帶一路」實際內容，過半本港受訪者
認為香港可以扮演配合和輔助中國發展的
角色。在所有受訪者中，有 31.4%認為香
港的國際視野、法律及穩定性，令他們選
擇透過香港作為進入內地市場的跳板。

例，已澄清了部分可能誤墮法網擔憂實
無必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日
前強調，國歌法第七條說明在出席奏唱國
歌場合時，必須要肅立和莊重；若非出席
有關場合，只是街頭路過或茶餐廳內播國
歌時，就不屬規限範圍。

法律界批「本末倒置」
執業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丁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與國
防外交事務無關的全國性法律也能納入基本
法附件三，故黃啟暘的說法並不正確。他強
調，國歌法在內地已實施一段時間，特區政
府只是根據條例內容，將國歌納中小學教
育。
丁煌批評，有關來港旅客也會誤墮法網的
說法是「本末倒置」，因為正常旅客即使不
懂唱其他國家的國歌，也會尊重其國歌及國
旗，他們倘故意在香港侮辱中國國歌，便不
符合遊客的身份，很可能是故意損害中國的

■駐港公署邀請鄭志彬博士為署員作題
為《數字經濟及智慧城市》的專題講
座。

駐港公署邀專家
介紹智慧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訊，4 月 11
日，公署為推進學習型公署建設，提
高署員對國情、世情的了解，邀請來
港出席國際法進校園的專家、中國網
絡安全協會副理事長鄭志彬博士為署
員作題為《數字經濟及智慧城市》的
專題講座。鄭博士結合案例生動講述
了數字技術對建設智慧城市發揮的積
極作用，特別是在提升政府管理水
平、改善民生和帶動城市產業發展等
方面產生的巨大實效。
副特派員楊義瑞、趙建凱、宋如安
及全體在崗業務幹部參加，楊嫻參贊
主持了講座。

尊嚴。

陸頌雄：立法條文已因地制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眾志」
故意歪曲國歌法本地立法的原意，目的是鼓
吹「港獨」及「自決」的思想。
他強調，任何國家的人民均會主動學習
唱國歌，故港人學習唱國歌也是理所當
然，加上本地立法的條文並非 「搬字過
紙」，其中有很多條文都已按香港的情況
作調整。

葛珮帆：須教中小學生唱國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也批評，「眾
志」有心誤導市民，因為內地已實施國歌
法一段時間，至今仍未有港人在內地因不
懂唱國歌或走音而被檢控。
她並直言，倘外國遊客發現港人不會唱
中國國歌，恐成國際笑話，故中小學有必
要教導學生唱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