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文 匯 論 壇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中央對「港獨」零容忍，遏制
「港獨」已經成為中央對香港的要
求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呼聲。香港不
能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社會各界
和特區政府都負有不可推卸的憲制
責任。特區政府必須依法取締「港
獨」組織，依法懲處「港獨」分

子，積極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維護國家安全。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
港研討會上的致辭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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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安全中的一塊突出短板和風險點，也是直接影
響我們香港市民安全的重大風險點。

依法取締「港獨」組織
香港不能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首先特區政府要
依法取締「港獨」組織。2016年，國務院港澳辦發
言人就香港有人公然宣稱成立「港獨」組織一事作出
回應，指出有關行為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的
繁榮穩定，已嚴重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現
行有關法律，相信香港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處理。
港澳辦發言人沒有具體提及組織的名字，但指的
就是當時宣稱成立的所謂「香港民族黨」，該組織
公然以「擺脫中共壓迫」和「實現香港獨立」為宗
旨，雖然在向特區政府公司註冊處註冊時已被拒
絕，但卻一再公開進行非法「港獨」分裂活動，包
括與「台獨」、「疆獨」、「藏獨」、「蒙獨」組
織勾結，聲言要加強各「獨派」組織合作，分享推
動「香港獨立運動」的經驗云云。
由於當局沒有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近年來

不斷有「港獨」組織成立，除「香港民族黨」、
「香港民進黨」外，又有「青年新政」、「本民
前」、「香港眾志」等，這些「港獨」組織打正分裂
旗號，肆無忌憚以各種方式不斷挑戰國家的主權安
全。特區政府有關執法部門不能坐視「港獨」組織分
裂國土的行為，必須盡快依法取締「港獨」組織。
第二，特區政府與司法機構不能放生「港獨」分

子，必須依法懲處「港獨」分子。前段時期出現連

串放生事件，包括放生黑金案黎智英及反對派政客，
放生掀開違法「佔中」序幕的黃之鋒等三人不需要坐
牢，放生焚燒基本法的區諾軒參加立法會補選等。

依法懲處「港獨」分子
其中尤為嚴重的是，律政司2月1日以「證據不

足」為藉口，放生與外部勢力關係密切的違法「佔
中」金主黎智英，其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的助手
Mark Simon，以及收受黎巨額款項的現任與前任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使「黑金」政治更趨橫行無忌，
為破壞「一國兩制」的內外分裂分子提供保護傘。
中央強調支持港府依法規管「港獨」分子，是畫

公仔畫出腸，是要求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必須依法
懲處「港獨」分子，必須遏制香港近期的連串放生
歪風。對於有人公然鼓吹港人要為「人民自決」做
好準備，思考將來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其
「煽獨」言論明顯違憲違法，是公然挑戰國家主
權。對此，特區政府不單要「強烈譴責」以正視
聽，更要依法懲處，「擒賊先擒王」，為依法懲處
「港獨」分子奠定基礎。

盡快完成23條立法
第三，在國家安全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

「兩制」之分。的確，環顧世界，國安無「兩制」
之分，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在「一國」
之內，香港不應成為國家安全的「短板、漏洞」。
香港現有法律不足以制止違反基本法和損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遏止「港獨」、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
存在嚴重缺失，就基本法23條立法具有高度的迫切
性。特區政府多次表明會努力創造有利23條的立法
環境，卻沒有明言何時重啟23條立法。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重申就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令
人鼓舞，但表示沒有立法的具體時間表，則令人遺
憾。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如果現屆政府在任期

完成前，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行任何工作，他
會感到很詫異。香港要避免成為國家安全短板，必
須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嚴格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盡快完成23條立法。

維護國安人人有責 23條立法不容再拖
日前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香港首個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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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評有

「港獨」分子在本港及海外進行分裂祖

國和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遠遠超越了

所謂「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界

限，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實實在在的危

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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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各界共同維護國家

安全和「一國兩制」制度安全，人人有

責。

在反對派似是而非言論的誤
導下，在香港，國家安全的概
念被套上了爭議性及恐嚇性的
惡名。但事實上，維護國家安
全天經地義，可說是全球每一
個國家國民的基本責任，國家
安全更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

是需要以實實在在的行動去維護，國家安全包
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
等等。

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
香港回歸以來，尤其是近年挑戰「一國兩
制」底線、威脅國家安全的事件時有所聞，例
如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等現象， 近期「港
獨」言行一再肆虐，不僅在香港製造矛盾，荼
毒年輕人，更與「台獨」等外部反華勢力勾
連，大肆散播「港獨」言論，正正說明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做得不夠，任重而道遠。香
港各界強烈譴責「港獨」言論，但「樹欲靜而

風不止」，有人反拿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作為
「擋箭牌」，把鼓吹「港獨」言論視為言論自
由，反映香港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有迫切需求，
基本法23條立法不容再拖。
王志民說得好，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
「兩制」之分 ，只有「一國」之責。過去香港
政爭不斷，就是因為有人忽視維護「一國」的
責任，誇大「兩制」的區別，甚至把「兩制」
凌駕於「一國」之上，只講「兩制」之分，不
理「一國」之責。個別所謂法律學者、專家，
一再以「民主」、「自由」作招徠，哄騙年輕
人尤其是青年學子，走上「港獨」的邪路歪
路。這些言行損害國家利益，無異於將香港推
入「火坑」，令香港不得安寧。
中央一再向香港強調，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香港各界也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
法、「一國兩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努力
尋求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的共
識。香港主流民意越來越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
與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必然關係，認識到維護

國家安全，首先就是保障港人的福祉；維護
「一國」之利益，是保障「兩制」繁榮的前
提；港人越來越清楚，搞分裂、「港獨」沒有
前途。一小撮香港人無視國體法規，一再作出
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損害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
益，這與香港主流民意和香港整體利益背道而
馳。

言論自由非「港獨」「遮羞布」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這是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所
規定的，是香港的優勢所在，但是「兩制」不
能成為反對「一國」的借口，更不能成為顛覆
「一國」的平台，「民主」、「自由」，並非
「港獨」的「遮羞布」。
王志民主任提醒香港各界，要重視維護國家

安全，而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
須肩負憲制責任，為23條立法創造有利條件，
盡快消除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和風險點，以免
香港發展受拖累，甚至要付出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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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4月15日，香港首次舉辦以國家安全為
主題的研討會，以呼應國家將每年4月15
日定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極
有意義。
是次研討會由香港政策研究所及由立法

會前主席曾鈺成擔任召集人的「香港願
景」兩個智囊組織聯合主辦，除了不少人

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和政商界重磅人物出席，研討會還邀請
到內地及香港特區政府的領導發言，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及中聯辦副主任
黃蘭發、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外交部駐港
副特派員楊義瑞，以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和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更於會上致辭，增加
大家對國家安全的概念和相關法律的認識、對維護國家安
全和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關係的基本理解，並「更好地掌
握國家安全與個人切身利益的密切關係」。
國家現時實施的國安法是於2015年通過的，採用了
「總體國家安全觀」，所以此法覆蓋範圍廣闊，除了政
治、軍事力量之外，還涵蓋經濟、金融、文化、糧食、
網絡、能源和科技等領域。國家的國安法除了重視國家
統一、國土完整、軍事實力等一般人較熟識的安全範圍
之外，還堅持維護內部社會民生安全。
在今天複雜的政治社會環境，擴大國家安全法涵蓋的
範圍是有必要的，就以網絡安全為例，當下黑客潛伏於
網絡世界，伺機利用任何網絡漏洞，入侵攻擊國防、金
融或私營商業機構的電腦資訊系統，竊取機密資料和數

據或非法盜取金錢，破壞經濟和社會的秩序。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4年4月17日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
議上首度正式提出，他並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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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習
近平總書記亦解釋，只有國家安全才能讓社會繁榮安
定，讓人民安居樂業，繼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因此國家安全絕對是頭等大事。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研討會上特別指出，香港是國家
境內唯一沒有健全國家安全法的地方，是國家總體安全
的「突出短板」和「風險點」，可算是中國國家安全鏈
中的最弱一環，今天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訂立了保障
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如美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便率先
訂立國家安全法。香港特區是世界上少數的自由港，人
流、物流、資訊及資金均能夠自由進出。香港是祖國的
一部分，任何閃失均對國家的安全構成威脅。再者近年
鼓吹「港獨」和分裂祖國的言行日益猖狂，荼毒我們下
一代，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安全威脅，所以非常
理解王志民主任在會上強調，在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是
沒有「兩制」之分，只有「一國」之責。既然香港和國
家的利益是一致，香港特區便應該盡快營造有利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環境，履行憲法責任，完成與保障國
家安全息息相關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這樣
才能確保香港特區長治久安，協助國家完成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神聖歷史使命。

朱鼎健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要避免成為國家安全短板
楊志強 資深評論員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宣講兩會助港人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全國兩會結束後，中聯辦主任、各副
主任和部長等領導，一眾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和政協委員，以及各大小愛國愛港
社團，隨即組織逾百場全國兩會的宣傳
分享會，讓廣大市民更清楚全國兩會的
精神和內容，對全國兩會有深刻的感
受。我認為這是有需要的，也是「一國

兩制」全面準確實踐的應有舉措。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國家政策與發展深深牽動香

港，港人有渠道、有責任了解和參與國家發展，為中華
民族早日偉大復興作出貢獻。更何況，不論是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講話，李克強總理的工作報告，政協主席的政
協工作報告，同樣有論及香港的段落；在全國兩會期
間，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港區全國人大和政協代
表的分組會議，並多次就香港事務發表講話；一眾港區
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亦在會議期間，提出了大量有關香
港事務的建議和提案，並爭取中央政府加大力度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和香港的發展。
試問一下，全國兩會作為國家最重要的政治會議之

一，今年更是國家領導班子的換屆年，港人又豈能不聞
不問、不知不覺、不清不楚？我有幸參與全國兩會，自
覺有責任組織更多宣講活動，以及透過媒體發聲，讓港

人更認識兩會。
這次全國兩會，有三大重點是非常值得港人關注的。

第一，國家主席習近平全票當選連任國家主席；第二，
憲法修正案獲得超高票通過；第三，國家選出了新的領
導班子。
國家主席習近平獲得全體全國人大代表一致表態支持

連任，是歷史性的，是意義非凡的，這是對以習近平總
書記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班子過去五年工作表現的充
分肯定，也是對國家未來五年發展充滿信心與期盼的體
現。在全國人民齊心一致的支持和信任下，我們對國家
未來五年的發展更有自信，對國家成功在2020年實現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更有信心！
憲法修正案獲得超高票通過，反映憲法修訂的過程充分

反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意願，修正後的憲法更符合國家
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更有利於民主集中制的實踐，更有利
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簡單來說，大家都同意，修正
後的憲法更加好，更加符合國家在新時代的新需要！
隨着全國人大政協會議落幕，國家領導班子的人事安排

已大體定下來，接着便是集中精力搞建設、謀發展，全國
人大為新領導班子提供了充分的信任和授權，人大代表和
政協委員也為國家發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大量好建議，這
是國家的制度優勢，我們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

蔡加讚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考察大灣區意義大

在粵港澳大灣區列入國家發展新戰略架構的關鍵時
刻，本港立法會4個事務委員會不失時機地動員30多位議
員組成考察團，於4月20日前往該區考察訪問3天。實地
了解大灣區和發展情況，促進香港與區內其他城市更多層
面的合作交流，這對於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具
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藉出席博鰲論壇的機會，與廣

東省長馬興瑞會面並談及雙方如何為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加
強合作。林鄭強調香港在大灣區具有獨特優勢，可以為大
灣區作出重要的貢獻。而馬興瑞指出，大灣區的發展潛力
巨大，實力雄厚，廣東將從六個方面密切與港澳的合作。

可以想見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喜人，
充滿希望。本港議員此時此刻，前往實地考察，無疑將增
廣見聞，得益良多。
據了解，本港相關部門的4位局長也參與這次考察活
動，而這次考察行程安排緊湊，內容豐富，主要參觀大灣
區的金融科技、創新科技、文化產業和基礎建設，並將拜
訪該區廣州、深圳、佛山等5個城市的領導，共同探討如
何抓住大灣區發展的商機，達至合作共贏、多贏。
正像考察團團長林健鋒指出，希望通過這次考察，增

加對大灣區的了解，使議員更加明白自己的職責與作用，
與全港市民一起共同為大灣區的建設出謀獻策！

傅平

近來國際形勢動盪不安，中美貿
易頻起爭論，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許
多場合講話盛氣凌人，表現出美國
的霸權姿態，想要中國屈服並接受
他的條件，幸而中國如今國力強
大，立即予以反駁，展現出中國
「不想打貿易戰」，但若是美方一

意孤行，中方決心奉陪到底。
有道是：「弱國無外交」，國勢強盛才能不被欺

凌，中國有如此「底氣」乃因國家富起來、強起來
了，由此反省到今後如何把祖國建設得更富強，以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毛澤東
主席詩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為激勵，加
強在國際舞台上之影響力。
眾所周知在全球化競爭時代，各國能否在博弈中
勝出取決於科技和人才，故近年來不少國家都不惜
工本辦好教育、培育人才。年前我國已先制定出至
2025年之科技發展遠大計劃，試以廿年時間中國科
技將更突飛猛進，追上世界先進水平。
然而人才從哪裡來？不可能一蹴而就，關鍵是教
育和培養，小學、中學是教育的根，若想達到枝繁
葉茂、碩果纍纍，必須有長遠的計劃和教育理念，
首先教師要以身作則起好的示範作用，以教育家陶
行知名言「千教萬教，教人求真」、「知識不分中
外，以務實為本；學問不論古今，以求真為本」為
宗旨，不但使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還要陶冶
性情，德育與健身並重，提高他們的愛國心、道德
心、公德心；另外，家長和教師可聯手作育英才，
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品行及學業亦至關重要，從小

培養學生們養成積極上進、勤奮努力之態度，靈活
學習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之興趣，讓
他們發揮創意潛能，緊跟時代步伐，具有創新的精
神，成為科學、科技的終身學習者，為社會為國家
發展作貢獻。
習近平主席說過：「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科教
興國必須小學開始加強S.T.E.M教育模式，培養出
更多具備不同知識和技能水平的多元化人才，可向
以色列、瑞典等小學借鑒，從小選擇科技天才加以
重點培養，加強他們某方面專長的發揮，冀望將來
在一些範疇有所發明、成就；對於那些高智商「神
童」可安置於較優的小學、中學加以特殊培訓成為
有用之才；着手研究小學生在校寄宿與在家居住兩
者在學業上優劣之對比數據，根據外國經驗，在校
寄宿的學生在學業、紀律比在家就讀的為佳；並鼓
勵各大學加強在物理、生物和數學等科的教育。
人才是發展之道、教育是強國之本。鄧小平先生

復出時已提出要加緊培訓人才；楊振寧教授在紐約
大學成立中國研究生基金，便是希望培養出更多中
華英才；我們基金也曾贊助多名學者往海外深造，
他們學成後報效祖國，在不同領域都有所建樹、成
就卓著，其中一位是陳佳洱先生，回國後他曾擔任
北京大學校長，為祖國輸送了大批優秀人才，我們
基金間接也為教育事業發展盡了些綿力，乃是很有
意義的善工。
教育培訓計劃是家庭、企業、國家最實際的長線

投資，呼籲富商積極捐款支持教育，加速培育更多
英才。

強國大計 教育為先
方潤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