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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國安頭等大事 人人都要關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頒佈以
來的第三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
特區終於首次舉辦了相關活動。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香港研討會並致辭，她強調，維
護國家安全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責任，要
保證社會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國
家安全是頭等大事，「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關心的。」
她坦言，感覺到大家對國家安全的定

義比較模糊、觀念相對薄弱，期望可借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為契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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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表示，對任何國家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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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
既是香港特區的責任，也和香港本身利
益一致，「但在香港，我感覺到大家對
國家安全的定義是比較模糊的，對國家

安全的觀念是相對薄弱的。」她坦言，
當中有其歷史原因，也可能是香港特區
對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不足夠。

冀開展宣傳教育
「另外一個原因是有人把國家安全簡
單地看成是軍事防衛的問題，而既然香
港特區沒有國防的責任，也就不需要特
別關心國家安全。」林鄭月娥指出，國
家安全涵蓋的領域其實非常廣泛，在非
軍事層面，還包括經濟安全、能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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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環境安全、食品安全、網絡安全
等，希望昨日的研討會能先消除誤解，
並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為契機，深入
開展有關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
她並引述首份施政報告重申︰「我們
每一個熱愛香港的人都有責任全面準確
地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沿着正確方
向前進、都有責任向任何衝擊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說『不』、
都有責任培養下一代成為具國家觀念、
富香港情懷和對社會有承擔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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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力創二十三條立法環境
李家超：倘破壞國家安全 港動盪難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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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
全，會努力創造有利立法環境，不會逃避為
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回歸至今逾
二十年，但一直未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昨日出席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香港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
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會努力創造
條立法的憲制責任。他又指，任何
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都有可能為
香港社會帶來難以估計的動盪。

曾鈺成促創有利氛圍勿「等運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李家超昨在研討會上發表題為《從香港特
區安全到國家安全》的演說，指出世界

不同國家都有法律保障國家安全 ，香港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特區政府在
「一國兩制」原則下除了有責任保障香港安
全外，亦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雖具爭議 不逃避憲制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國
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
整，相關工作應當統籌內部安全和外部安
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亦規定，特別行政
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
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
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
港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不過，特區政府至今仍未成功就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李家超強調，二十三條立法
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指特區政府會努力
創造有利的立法環境，「特區政府在這方面
的立場是清晰的，這包括在行政長官的競選
綱領，以至她多次的公開講話，都說得很清
楚，不會逃避這個雖然具爭議但必須承擔的
責任。」

強調依法嚴肅處理「港獨」
對於近日再次有人討論「港獨」，李家超
認為任何人鼓吹「港獨」，都違反基本法、
破壞「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的利益和現有
的生活方式，是嚴重的錯誤。他指基本法給
予和落實國家「一國兩制」的方針，是保障
特區繁榮穩定的基石，強調特區政府會依據
香港法律嚴肅處理「港獨」問題。
李家超指出，國家曾經明確說明，任何破
壞主權、領土完整、分裂國家的行為，都是
紅線不能觸碰，「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的行
為，都不符合國家利益，更會為香港社會帶
來難以估計的動盪。這些動盪破壞公共安
全、社會安寧和秩序，更可能引發嚴重的治
安、社會和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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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公佈後
第三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
終於首次舉辦了研討會。主辦活動的香
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劃，其召集人
曾鈺成坦言，由於歷史原因，要促進香

港社會公眾樹立正確的國家安全意識及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工作特別艱
巨，也特別重要，希望是次研討會可發
揮此作用。他又在活動後表示，期望特
區政府就國家安全立法採取積極態度，
不要等「時來運到」，在今屆政府任期
結束前，開展相關工作。
曾鈺成昨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研討會上致開幕辭。他說，國家安
全法在 2015 年通過後，每年的 4 月 15 日
就成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雖然
有關法例未有載入基本法附件三，成為
在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但香港特區是
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維護國家安全是
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也是每個中國公
民應履行的義務。因此，大會昨日舉辦
有關活動，希望增強全民的國家安全意
識。
在香港特區談到國家安全，自然離不
開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

曾鈺成昨在研討會後回應傳媒提問時表
示，特區政府在國家安全立法上應採取
積極態度，不要等「時來運到」。他又
說，有利環境不是什麼也不做就可達
至，認為特區政府應主動創造有利氛
圍。

盼今屆政府任內啟動
就二十三條立法應何時開展、何時完
成本地立法工作，曾鈺成坦言自己無法
判斷，但相信過往有過失敗經驗後，特
區政府會謹慎考慮啟動的時機。不過，
他指出，如果今屆特區政府任期結束
前，還未有任何就二十三條立法進行的
工作，他會感到詫異，「你想想（屆
時）『五十年不變』都過了大半。」
被問及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的致辭是否
在對二十三條立法一事「施壓」，曾鈺
成指，其言論與中央對港政策一致，不
存在施加新壓力或有政策上的變化。

陳肇始：監察供應鏈保食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家安全
不止反恐、反分裂，保障食品安全亦是
重要領域之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
研討會時指出，食物安全影響人民健康
和生命安全，特區政府一直採取世界衛
生組織「從農場到餐桌」的策略，在食
物供應鏈不同環節進行監察及管控，以
保障本港食物安全。

做好供港食物源頭管理
香港是一個以服務業導向的經濟體，
一直依賴內地為香港提供鮮活食品，陳
肇始指特區政府有因應內地食物在本地
市場的比重而特別與國家檢驗檢疫機構
訂立了行政安排，規定內地供港的禽
畜、禽蛋、活生水產和蔬果均需來自註
冊供港養殖場和種植基地和加工廠。

特區政府亦規定某些食用動物和食品
須來自獲批的來源地及附有入口批文和
衛生證明書等，並與各地監管機構保持
緊密聯繫，以做好源頭管理。
陳肇始又特別提及活家禽的檢驗檢疫
工作，指活家禽散播禽流感病毒足以取
去人類性命，「特區政府已經與內地當
局建立了嚴格的禽流感監測和防控措
施，本港養雞場亦於今年初引入由內地
研發的新二價疫苗，以提高雞隻對抗 H5
及H7禽流感病毒。」
她指出，本港自1997年後，一直再沒有
出現人類感染H5或H7禽流感病毒的個案，
證明防控措施可有效控制禽流感的風險。
特區政府亦有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
標準或指引，並因應本港市民的飲食習
慣作調整，制訂食安標準。她指，特區
政府相關部門多年來都有派員以中國代

陳德霖 招確保金融安全

有利立法環境，不會逃避為二十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談到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
港的繁榮穩定，如何做好金融安
全的工作尤其重要。金融管理局
總裁陳德霖昨日在研討會上，就
從金融系統的穩健安全進行論
述，就貨幣體系、支付系統、銀
行體系及外來衝擊和震盪 4 方面
講述如何確保系統安全，並指出
通過建設強化離岸人民幣業務中
心，香港亦可為國家的金融安全
作出貢獻。
陳德霖以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
比喻金融系統，指出資金就像血
液，銀行就像心臟，血管則是支
付系統，後兩者若出現問題，扮
演器官的商業和經濟活動就會衰
亡。
他指出，要維持金融安全，首
要是自強。在貨幣體系方面，既
要做好防偽科技應用，也要保持
貨幣的購買力，以維持香港市民
與國際投資者對港元的信心；在支付系統
方面，則須維持香港支付系統的效率和安
全，防範各種電腦故障和抵禦惡意攻擊；
在銀行體系方面，香港特區透過強而有力
的監管，要求銀行穩健經營，保持充裕資
本和流動性，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市場震
盪；在應對外來衝擊和震盪方面，除了繼
續提升香港銀行的風險管理要求，也要提
高金融體系的網絡防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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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強化離岸人民幣 獻力國安

■陳肇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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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團成員身份出席國際組織會議及活
動，以緊貼國際間就食安標準及規管方
向的發展。
雖然去年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
的抽驗結果，整體合格率高達99.8%，但
陳肇始表示，特區政府深信食安工作沒有
最好，只有更好，強調食衛局與食安中心
會適時更新本港的食物安全標準，及與內
地及其他食物入口地當局保持緊密聯繫及
合作，保障本港食物安全。

保障香港自身金融系統的穩健之外，陳
德霖亦談到香港可通過建設強化離岸人民
幣業務中心，為國家的金融安全作出貢
獻。他指出，在中國跨境商貿投資活動中
更廣泛地使用人民幣，可促進人民幣國際
化、減低內地企業匯兌風險，還可減輕對
外幣的依賴，建立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
際貨幣地位，提升國家的金融安全。
他又指出，若「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
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能夠雙軌並進，就可
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而香港有「一國兩
制」的優勢，再加上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
人民幣中心，也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跳
板，可在「一帶一路」和人民幣國際化中
扮演獨特和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