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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研討會 林鄭月娥鄧中華等致辭

王
志
民

：
護國家安全
保香港太平

第二屆「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昨

日上午在港麗酒店舉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

華應邀出席並致辭。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等出席研討會。國家科技部副部長黃衛、香港特區政

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全國政協常委及

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圍繞「國家安全與風險防

範」的主題分別作了演講。研討會由「香港願景計劃」召集

人曾鈺成主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致辭全文刊A12版，王志民、鄧中華致辭全文

刊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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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致辭。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李湃豐攝

王志民講話視
頻（國家安全
相關部分）

王志民講話視
頻（「佔中」案
相關部分）

■■第二屆第二屆「「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昨日在港香港研討會昨日在港
舉行舉行。。圖為出席嘉賓合影圖為出席嘉賓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王志民在致辭中指出，「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香港曾

因「安全之痛」付出過昂貴的代價。2014
年長達79天的非法「佔中」行動，波及百
萬香港市民，帶來的法治之痛、民生之痛、
社會之痛，何嘗不是廣大市民的安寧之痛、
社會安定之痛、國家安全之痛？香港法院4
月9日的重要判決，彰顯香港法治精神，對
「佔中」這種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破壞社會
穩定的非法行動劃出了法律紅線，讓每一位
愛香港的人為之欣慰。

「佔中」侮辱公義損害港法治
王志民表示，沒有國家安全，就不可能有
港人的安寧福祉，在香港需要我們始終牢記
「一國」的公民責任。國家安全並非遙遠的
抽象概念，而是我們身邊真切的現實生活，
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
存，任何時候都是老百姓最穩當、最可靠的
幸福保障。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就是在維
護每一位港人的安全，就是在守護「太平山
下的太平生活」。
王志民指出，沒有國家安全，就不可能有
香港的繁榮穩定，在香港需要我們始終堅守
「法治」的核心價值。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基石，是國家安全的保障。以所謂「公
義」包裝的非法「佔中」，不僅是對「公
義」的偽善和侮辱，更是對香港法治這一核
心價值的深層次傷害。
「佔中」之痛，本質上是香港法治的「核
心價值之痛」。它警醒我們，要正視並解決
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
「突出短板」和「風險點」，這是實踐「一
國兩制」、維護繁榮穩定的保障，也是堅守
法治核心價值、維護國家安全的要義。

維護國安無「兩制」特區無特殊
王志民強調，沒有國家安全，就不可能有
「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在香港需要我們
始終不忘「特區」的憲制使命。香港從回歸
那一天起，就重新納入了國家治理體系，
「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本身就意味着
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完整，香港的安全本來
就是國家總體安全的一部分。作為國家治理
體系的重要成員和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的重要憲制
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維護
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
制」之分。他真誠希望香港同胞牢記習近平
總書記「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的殷切囑託，繼續同心同向同行，共同為
「中國號」巨輪劈波斬浪、保駕護航，共同
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一國兩制」成功
實踐行穩致遠的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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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代
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駐港機構代
表、中資企業和傳媒界代表、司法法律界人
士、青年代表和智庫專家學者等400餘名香
港各界嘉賓出席。
同日下午，香港首次以「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為主題的展覽開幕。開幕式由林鄭月
娥、王志民、鄧中華、謝鋒、田永江，和中
國建設銀行（亞洲）董事長江先周、建銀國
際副董事長栗潛心等共同主禮。開幕式結束
後，與會嘉賓一同參觀了展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
名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到美國借《逃
犯條例》的修訂唱衰「一國兩制」。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講話中特別提
到，香港有極少數人跟反華政客與組
織沆瀣一氣，極力「唱衰」香港，乞
求外國干預。這種「賣港求榮」的行
徑，令廣大市民所不齒、令全體國人所
唾棄，也令我們中華祖先所唾棄。
王志民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研討會上致辭時指出，正因為香

港社會各界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日
益堅定，近兩年來，香港社會的正能
量才會不斷上升，整體形勢才會穩中
向好，香港也才會在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進程中贏得更多新機遇、更大新
空間和更強新動力，才能再創香港的
新輝煌。

乞洋禍港 市民不齒 國人唾棄
不過，在看到成績、堅定信心的同

時，也要增強風險意識、樹立底線思

維。王志民說，當前，我國安全環境
是冷戰結束以來最為複雜且變數最多
的，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想通過打
「香港牌」遏制中國。而我們香港也
有極少數人跟反華政客與組織沆瀣一
氣，「密會」「座談」，極力「唱
衰」香港，乞求外國干預。這種拿着
香港納稅人高俸厚祿卻遠赴重洋「賣
港求榮」的行徑，令廣大市民所不
齒、令全體國人所唾棄，也令我們中
華祖先所唾棄。

痛斥領公帑「賣港求榮」行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
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是國家安
全的保障。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致辭
時，衷心希望香港青年一代成為法治
的守衛者、社會的守望者、安全的守
護者，更好地把握自由的邊界、敬畏
法律的尊嚴、樹立法治的信念，做維
護香港核心價值、維護國家安全的中
堅力量。

王志民表示，國家的穩定和進步，
是香港繁榮發展的最大前提，也是我
們青年朋友們未來事業發展的最大前
提。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
強。在維護香港法治精神方面，我們
對青年一代寄予厚望。
他讚揚香港青年視野開闊、思維

活躍，對國家和民族、對社會和自
身，都有自己的思考，理應對現代

文明和社會理性有更深的理解，對
法治信仰和法治精神有更多的堅
守。
王志民衷心希望香港青年一代成為

法治的守衛者、社會的守望者、安全
的守護者，更好地把握自由的邊界、
敬畏法律的尊嚴、樹立法治的信念，
做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維護國家安全
的中堅力量。

望港青年成為法治守衛者

香港各界人士十分認同王志民主任在
此次研討會上的論述。他們表示，維護
國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
華兒女的共同責任，也是維護國家長治
久安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然要求。

挾洋亂港令市民反感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相

信，王主任提到香港有極少數人跟反華
政客與組織沆瀣一氣，與反對派經常主
動乞求外部勢力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有
關。這些人所為不智且不負責任，已令
全港市民反感。

要關心港青年「三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表示，「王主任關心香港青年，特區政府
更應在青年人學業、就業、創業方面做更
多的工作，協助他們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
中堅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永遠

榮譽會長胡劍江表示，王志民主任對
違法「佔中」判決的論述可謂大快人
心。有關判決彰顯法治公義，更讓青

年人明白到參與違法活動是需要付出
代價的。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

會主席簡松年表示，王志民主任特別批
評某些人與外國反華政客唱衰香港、賣
港求榮，足見廣大人民群眾對該等人行
為的強烈反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李摯

各界：維護國安 港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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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維護國家安全內化於
心、外化於行，成為根植
於內心的信念，成為毋須
提醒的行動自覺。

非法「佔中」帶來的法治
之痛、民生之痛、社會之
痛，何嘗不是廣大市民的
安寧之痛、社會安定之
痛、國家安全之痛？

安全猶如空氣和陽光，受
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

國家安全並非遙遠的抽象
概念，而是我們身邊真
切的現實生活；不只是
少數人的特殊職責，更是
每個市民共同的「公民責
任」。

國家安全、社會安寧是最
基本的公共產品，也是一
個城市最重要的核心競爭
力。

以所謂「公義」包裝的非
法「佔中」，不僅是對
「公義」的偽善和侮辱，
更是對香港法治這一核心
價值的深層次傷害。

衷心希望香港青年一代成
為法治的守衛者、社會的
守望者、安全的守護者。

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
特殊；維護國家安全，只
有「一國」之責，沒有
「兩制」之分。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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