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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國家行為 絕不視若無睹
禁「民族黨」證法例非「備而不用」港人不熟國安須增宣傳教育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在第二屆「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上

致辭時表示，由於歷史或宣傳教育不足，香港市民普遍對國家安全的

定義比較模糊，對國家安全的觀念也相對薄弱，故有需要深入開展有

關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她並強調，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訂定法例，惟在未本地立法之前，不等於特區政府對違反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視若無睹。她

並以取締「香港民族黨」一事為例，證明特區政府不會對可以用來處

理若干應嚴厲禁止的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備而不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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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在致辭中表示，特區政府基
於3個原因，十分歡迎「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的舉行︰
一是因為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她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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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每一
個人都要關心的，也是香港各界的應有之
義。」
二是因為歷史或是宣傳教育不足，香港市

民普遍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比較模糊，對國家
安全的觀念也相對薄弱，「我們有需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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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員各界維護國家安全
三是國家安全涵蓋的領域其實非常廣

泛，在非軍事層面，包括經濟、能源、環
境、食品、網絡安全，等等，有很多不同
方面和層次，需要大家加深了解。昨日研
討會上，各重量級嘉賓分別從法律、外
交、保安、食物及衛生和金融角度深入探
討國家安全問題，「肯定有助市民對國家
安全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創有利廿三條立法環境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這與香港的本身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根據
基本法，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並重申
自己會權衡輕重、謹慎行事，繼續嘗試創
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讓香港社會可以
正面地處理這個對特區的憲制要求。
她續說，在未就二十三條本地立法

前，並不等於特區政府對於違反國家憲法
和基本法、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視若無睹，也不等於香港現行法例
會「備而不用」，如去年9月保安局局長
根據《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就是一明顯例子。
林鄭月娥在致辭的最後引用了國家主

席習近平去年11月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
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
「港澳同胞要按照同『一國兩制』相適應
的要求，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
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提高管治能力和
水平。同時，大家要關心國家發展全局，
維護國家政治體制，積極參與國家經濟、
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自覺
維護國家安全。」為此，各界都必須努力
提高市民大眾對國家安全的意識。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在昨日研討會上，以保安
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禁
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為
例，說明特區政府雖未完成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但不會對「港獨」分
子的行為視若無睹。她並透露，她就此事編
寫報告的工作已進入最後的階段，希望在短
期內向中央政府提交，並在不影響可能出現
的司法程序的前提下全面公開報告內容。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提到去年9月，保安

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禁止「民族黨」
運作。因應「民族黨」提出的上訴，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於今年2月19日作出
決定，確認保安局局長的命令有效。
其後，中央政府在2月26日向她發出

公函，就香港特區政府依法禁止「民族
黨」運作一事表明意見。其中，中央政府

表明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並重申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特區政府的職責，也是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無礙司法程序 全面公開報告
林鄭月娥續說，中央政府要求她就依

法禁止「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向中央
政府提交報告。「中央政府以公函形式表
態支持，是對特區政府有關工作的肯定；
而請我作為行政長官就有關事宜提交報
告，則體現了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的憲制責任。」
她透露，「編寫報告的工作已進入最

後的階段，我希望在短期內向中央政府提
交這份報告，並在不影響可能出現的司法
程序的前提下，全面公開這份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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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民族黨」報告
短期內可呈中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港
獨」分子在沉寂一般時間後又開始蠢蠢
欲動，香港特區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
強調，所有鼓吹「港獨」的行為明顯違
反基本法，嚴重危害國家安全以及威脅
國家領土完整，倘任由「港獨」這些分
離主義在香港散佈，將造成內部不穩，
對香港的安全、秩序和安寧構成重大的
影響。香港警隊絕不姑息這些違法行
為，而以後再有任何以「港獨」名義作
出的違法行為，必定果斷執法，並依法
取締任何「港獨」組織，並強調身為香
港的一分子，必須時刻謹記維護國家安
全的責任，不容外部勢力干擾香港，威
脅國家安全。
盧偉聰在昨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香港研討會上以《香港的安全
任務與挑戰》為題演講。他表示，香
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
分，香港的繁榮穩定全賴準確貫徹落
實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規定，只

有國家安全穩固，才能確保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的行
為，都不符合國家和香港的利益。

指「獨」嚴重影響本港安寧
盧偉聰並從「港獨」、反恐及網絡安
全三方面分享警隊的工作。針對「港
獨」，他強調，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
全賴準確貫徹落實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在有關的規定下，港人享有高度
的言論自由，而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任何鼓吹「港獨」的行為明顯違反
基本法。
盧偉聰指出，「港獨」的組織在多
個不同場合進行宣揚「港獨」的活
動，嚴重危害國家安全以及威脅國家
領土完整，倘任由「港獨」這些分離
主義在香港散佈，將造成內部不穩，
對香港的安全、秩序和安寧構成重大
的影響。
他強調，香港警隊對這些違法行為
絕不姑息，因此，警方去年根據現行條
例，建議保安局局長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決心遏制任何「港獨」違法
行為，確保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在港
貫徹落實，倘以後再有任何以「港獨」
名義作出的違法行為，必定果斷執法，
並依法取締任何「港獨」組織。
在反恐方面，盧偉聰表示，應對反
恐挑戰是政府各部門共同的責任。保
安局於去年成立跨部門反恐專責組，
統籌紀律部隊之間的反恐工作，除加
強反恐情報的協調和分析工作外，也
提升了各邊境管制措施和完善反恐應

變計劃，專責組也會加強公眾宣傳，
加深市民對反恐的認識和準備。
同時，警隊也會定期地舉行各類反

恐演練，以深化與社區、公私營持份
者的聯繫和合作，協助優化各類設施
的應變計劃，提升社區面對重大事故
和恐怖襲擊時的韌性，並提高公眾在
反恐工作中的參與。

網絡安全須保護敏感資料
在網絡安全方面，盧偉聰指出，要

應對網絡安全的挑戰，除了鞏固各重
要基建的實體和網絡保安外、強化機
構在面對網絡安全事故的防禦和應變
的能力，及提高相關機構的保護意識
也同樣重要，保護敏感資料是資訊保
安的重要一環，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
核心工作。
「我們不但要採取充分措施，防止
這些資料被不法分子竊取挪用，更重
要的是要提升人員的專業敏感度和保
安意識。」此外，他強調必須從源頭
進行堵截工作，在採購和安排維修保
養時要認真研究，包括有關公司的背
景、可靠性，以加強系統的整體安
全。在挑選人員時候要倍加小心，也
要提醒該等人員對敏感資料的重視。
盧偉聰總結道，身為特區政府的一

分子，必須保持高度警覺，並時刻謹
記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不容外部勢
力干擾香港，從而威脅整體國家安
全，警隊將和整個公務員隊伍一樣，
繼續以守護香港的社會穩定為使命，
讓市民安居樂業，為共同維護國家安
全盡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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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首次以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為主題的展覽昨日開幕，向香港
市民介紹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展覽設在香港中
環中國建設銀行大廈，以圖文、視頻、實
物等多種形式，介紹國家安全相關知識。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展覽通過圖
片文字、視聽資料、小遊戲等方式，系
統介紹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總
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的多方面內涵
等，也介紹了香港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應承擔的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及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在打擊跨境罪案、
槍械和戰略物品規管、反恐和保安事務、
維護金融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食品安全
以及國際協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績。
展覽由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

劃」主辦，得到特區政府和香港中聯辦
支持。展覽將持續至本月底。主辦方將
安排一些導賞團，為前來參觀的市民、
尤其是學生講解展覽內容。

展覽介紹港憲制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國家安全涵
蓋的領域其實非常廣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金融安全問題絕不能輕視。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強調，香港是國家持續改革開
放和人民幣邁向國際化中的「防火牆」和
「試驗田」，確保香港金融安全是守住國家
金融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線，特區政府會不斷
持續優化監督系統，面對可能出現的新挑
戰。

倡建穩健有效監管制度
陳茂波在昨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

港研討會上以《國際政經形勢複雜多變下香

港的金融安全》為題演講。他指出，美國、
內地和歐盟等主要經濟體今年的經濟增長預
料都會放緩，而在複雜多變的大格局與大幅
波動的可能性下不能忽視。
要管控好風險，他認為關鍵是建立一套穩

健有效的監管制度，和不斷強化自身金融體
系的抗震力，且以「全天候、聯動式」的機
制進行監察和應對。「我們必須密切留意和
分析國際的政治、經濟形勢和情況，以及香
港各個經濟環節的情況，以前瞻性的視角，
及早辨識潛在問題在哪裡、以制訂管控和應
對措施以及預案，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風
險，並避免出現骨牌效應。」

陳茂波指出，在這方面面對的挑戰是，管
得太嚴，市場便沒有活力；管得太鬆，發展
便沒有持續力。「形象化一點來說，金融安
全的監管不能『鐵板一塊』，須鬆緊有度、
審時度勢地持續進行恰當的監管，以求與時
並進，並且通過透明和穩定的執行機制來建
立市場和各持份者對金融體系的信心，並加
上充足的實力作為後盾，來為這『信心』護
航。」

港機制需做「明天良方」
他強調，香港目前的機制，是汲取了過去

很多本地以至國際的經驗與智慧，凝練而
成，應該可以說是「今天的良方」。不過要
繼續成為「明天的良方」，就得準確辨識過
去問題的成因，修訂風險辨識機制，不斷完

善監管制度。「我們不能控制未來，卻可以
做最好的準備，以應付未來的各種可能。因
此，我們須不斷因應未來市場的轉變，持續
優化監督系統，讓我們有能力及準備，面對
可能出現的新挑戰。」
陳茂波指出，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日趨緊密，為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和整體經
濟帶來龐大的機遇。這也是國家持續改革開
放、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需要，香港是這過
程中的「防火牆」和「試驗田」，擔當獨特
而重要的角色。「我們清楚知道，確保香港
金融安全不單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非常重
要，同時也是守住國家金融安全的一道重要
防線。我們會繼續盡責地做好我們的監管工
作，竭盡所能，為香港、為國家的金融安全
作出貢獻。」

陳茂波：港是國家金融「防火牆」

林
鄭：

■■林鄭月娥致辭林鄭月娥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展覽昨日開幕。林鄭月娥、王志民等嘉賓參觀展覽。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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