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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

日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並致

辭，與大家分享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三點思考。他

指出，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同胞的根本福

祉、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也是維護

「一國兩制」制度安全，有助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他強調︰「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兩制』之分，只有『一

國』之責，在香港繁榮穩定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上，沒有『左』

『右』之分，只有守護之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相關新聞刊A2、3、4版，王志民致辭全文刊A11）

維護國家安全三點思考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

維護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

■ 每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甚至破
壞，最遭殃的還是普羅大眾

■ 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時
期後，人口就由160萬減至60萬

■ 沒有國家的穩定和安全，哪來人
民的自由和幸福

■ 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的全體國人都是「命運共
同體」、「安全共同體」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

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 帝國主義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等
多次打斷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

■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長期沒有健全
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地方，成了
國家總體安全中一塊「突出短板」
和「風險點」

■「港獨」嚴重衝擊「三條底線」，危
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
程、香港的繁榮穩定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

維護「一國兩制」制度安全

■ 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制度
的原創者領導者和堅定的捍衛
者實踐者，沒有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就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香
港特別行政區、就沒有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

■ 我們需要尊重並維護國家主體實
行的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最本質
特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真正維護好

「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的「定盤星」、「壓艙石」

■ 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兩制」
之分，只有「一國」之責；在香港
繁榮穩定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
上，沒有「左」「右」之分，只有守
護之責

資料來源︰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致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一國兩制」作為史無前例的制
度，是出自中國共產黨的決定。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昨日指出，中國共產黨
是「一國兩制」制度的原創者領導者
和堅定的捍衛者實踐者，沒有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就沒有「一國兩制」、香港特區和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故維護國家安全
就是維護「一國兩制」制度安全，是
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定盤
星」、「壓艙石」。
王志民昨日分享的三點思考中，最後

一點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一
國兩制』制度安全」。他指出，「一國
兩制」體現了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
大公約數，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
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
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一國兩
制』是中國共產黨以無與倫比的偉大創
意、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作出的一項
重大制度創新。」
他續說，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一

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來之不易，需要
我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和維
護，「這同樣也需要我們尊重並維護國

家主體實行的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最本質特徵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真正
維護好『一國兩制』。這是我們香港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的『定盤星』、『壓艙石』。」

沒有「兩制」之分 只有「一國」之責
王志民強調，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兩

制」之分，只有「一國」之責；在香港繁榮穩定
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上，沒有「左」「右」之
分，只有守護之責，「我們期待與所有愛香港、
愛國家的700多萬香港同胞同心同行，共同堅守
『一國兩制』初心，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和『一國
兩制』制度安全，共同推進香港『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維護國家安全除了是維護香港的根本福
祉，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第二點就指出，
維護國家安全也是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歷史進程。他套用「麻繩最容易從細處
斷」的說法，坦言國家安全也是同樣道
理，而香港目前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方面的制度還不完善，是世界上
唯一長期沒有健全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地
方，成了國家總體安全中一塊「突出短
板」和「風險點」，也是直接影響香港市
民安全的重大風險點。
王志民說，今天的中國人民比歷史上任
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行百里者

半九十』，往往事業越發展、風險就越
大，離宏偉目標越近，越會遇到各種艱難
險阻和風險挑戰。」
回顧歷史，王志民指出，近代以來中

華民族的復興進程多次被打斷，「帝國
主義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等一次又一次
摧毀了中國人民尋求民族獨立和民族復
興的艱辛努力。這些深刻的教訓時時刻
刻都在警醒我們，在國家安全上一旦處
理不當，就可能遲滯甚至中斷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進程。」

提醒香港長期未訂國安法
王志民說，「麻繩最容易從細處

斷」，國家安全也是一樣，哪裡的防護
薄弱，那裡就容易出問題。他指出，在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方面，
香港的制度還不完善，甚至是世界上唯
一長期沒有健全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地
方，成了國家總體安全中一塊「突出短
板」和「風險點」，也是直接影響香港
市民安全的重大風險點。
他續表示，近年香港既有外部勢力的
滲透，也有內部力量的呼應，「一些
『港獨』激進分子肆無忌憚以各種方式
不斷挑戰國家的主權安全，不僅在社會
上大肆傳播『港獨』謬論，還堂而皇之
進入校園，『獨害』下一代；不僅搞街

頭暴力，還滲透到建制框架內，企圖從
內部動搖香港的憲制、香港的法治；不
僅在香港搞『港獨』，還跑到台灣和國
外，與反華勢力勾連，實施分裂祖國和
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王志民批評，這些活動嚴重衝擊了「三
條底線」，遠遠超越了所謂「學術自
由」「言論自由」的界限，對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是
實實在在的危害，相信所有愛香港、抱有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廣大香港
市民，都必定對這些活動「零容忍」，都
必定堅決說「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麻繩最易細處斷 憂港成國安「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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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香港研討會在金鐘港麗酒店

舉行。這是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後，香港首次舉行以「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為主題的活動。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應邀出
席並致辭。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部隊
副司令員田永江、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等出席研討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
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娜、外交公署副特
派員楊義瑞以及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金融
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從不同角度就「維護
國家安全」作了專題發言。

國安受威脅 大眾最遭殃
王志民致辭指出，國家安全就像空氣
和水一樣，和我們的日常生活須臾不可
離，需要倍加珍惜和維護。他指出︰
「如果國家動盪不安、山河破碎，只會
民不聊生；只有國家安全穩定，才能給
我們最基本的安全感。正如習近平總書
記所強調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

全是頭等大事』。」
王志民並藉着主題和大家分享三點思

考，首先提到的是「維護國家安全就是
維護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他引述習
近平總書記的言論，指出「維護國家安
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指
出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其根本目的就
是為了維護每位香港市民的安全感和幸
福感。
王志民指，縱觀古今中外，每當國家

安全受到威脅甚至破壞，最遭殃的還是
普羅大眾。過去30年間發生的蘇聯解
體、南斯拉夫崩潰，對人民造成種種災
難和深切痛苦，所謂的「顏色革命」、
「阿拉伯之春」，又迅速變成了「阿拉
伯之冬」，「由此帶來的只有長期的政
治動盪、社會分裂和經濟凋敝。」
王志民又引述了香港切身經歷過的抗

日戰爭，「抗戰時期，香港1941年淪陷
前的人口大約160萬，到1945年日本投
降時，人口僅剩下60萬，三年零八個月
時間多少人深陷苦難，又有多少人流離
失所，香港人口少了整整100萬。這些殘
酷的現實深刻告誡我們，沒有國家的穩
定和安全，哪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從香港回歸祖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那一刻起，中央就強有力地承擔起在香
港捍衛國家安全、捍衛香港市民生活安
全的憲制責任。」王志民指出，過去20
年，國家力挺香港穩妥應對1997年、
2008年兩場金融危機、幫助香港抗擊
SARS疫情、為香港同胞提供海外領事
保護、批准與香港簽署CEPA協議。

港享國安利 有維護之責
另外，內地檢驗檢疫部門長年嚴格檢

測，與香港就食品安全把好第一道關；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共同家園建設等，王志民指，這些都是
為了維護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經濟安
全、食品安全和發展安全，「在國家安
全問題上，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國
人都是『命運共同體』、『安全共同
體』，都在共享國家安全的紅利，也都
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維護國
家安全就是維護我們自身的根本福祉，
就是維護我們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研討會由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

劃主辦，特區政府官員、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和政協委員、青年代表和智庫專家
等近400名香港各界嘉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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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香港研討
會昨日上午在金鐘港麗酒店舉行會昨日上午在金鐘港麗酒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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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出席「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並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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