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

要聞

A2、A23

■責任編輯：甄智曄、謝宗興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
2020年
2020
年 4 月 16
16日
日（星期四）

譚惠珠：反中央顯性化 完善法律遏止
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香
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指出，香港回
歸祖國近 23 年，一些隱蔽反對「一國兩制」及
對抗中央政權的行為逐漸顯性化，浮現各式各樣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特別是近年出現的違法
「佔中」、「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和區議會選
舉，及去年開始的反修例示威等。
譚惠珠指出，有跡象顯示外部勢力滲透香港政
治活動，有國家甚至動用其國內立法手段，干預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這些舉動都與國家主席習
近平提及的「三條底線」有所觸碰。過往特區政

府在未完成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的情況下，
仍按現有法律規範維護
社會穩定，遏止鼓吹
「港獨」的非法行為，
但為了國家安全、港人
福祉和長治久安，必須
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因
此港人應支持特區政府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的憲制責任。

劉兆佳：外力當港棋子 國家有力應對
外部勢力近年滲透香港，掀起大規模的暴亂事
件，不斷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接受網站訪問時表示，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忌憚中國崛起，聯同香港本
地激進的敵對勢力策劃動亂，企圖令香港淪為對
付中國的棋子，故需強化港人對國家安全的意
識，避免被外力利用，並相信中央有足夠的能
力、手段、法律和權力來應對任何危害「一國兩
制」和利用香港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態。
劉兆佳表示，過去美國認為香港可扮演一個推
動中國走向和平演變的角色，並令中國支持以美
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但隨着中國崛起，美方發現
香港不僅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功能，反而讓中國
變得更強大，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推動反修例示
威，試圖削弱香港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價值，此
舉不但損害港人利益，亦讓香港逐步構成對中國
國家安全的威脅。

他坦言，新冠肺炎疫
情讓中國在國際形勢中
愈趨不利，因為今次疫
情暴露西方國家的制度
漏洞，顯示其領導人缺
乏承擔，美國擔心中國
日後在某些方面會取代
其國際領導地位，因此
更敵視中國。港人必須
關注國際形勢，知悉國家安全正面臨嚴峻威脅，
避免被外力利用。
對不少人擔心反對派會癱瘓特區政府，令香港
淪為危害國家安全和顛覆政權的基地，劉兆佳強
調，香港並非一個獨立國家，中央作為「一國兩
制」的最後責任人，有足夠的能力、手段、法律
和權力來應對任何危害「一國兩制」和利用香港
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態。

建制派：二十三條立法 堵國安漏洞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一國兩制」有制度優勢，但絕不能成為國
家安全的缺口。在修例風波期間，有香港立法
會議員到外國要外國政府干預本港事務，反映
國家安全存在漏洞，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
安全，考慮包括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堵塞
漏洞。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國家安全不僅關乎國家的興亡，還關係到每個
市民的安身立命，所以，一定要維護好國家安

全。由於香港沒有經過脫殖洗禮，國家安全意識
不強，加上近年「顏色革命」威脅，更加需要加
強國家安全教育。香港絕對不能成為國家安全的
一個漏洞，因此，二十三條立法刻不容緩。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要令香港「繁榮」，必先
要「安定」，特別是目前世界形勢日趨複雜，香
港要面對四面八方的重大挑戰，加上現在疫情肆
虐，更需要龐大力量推動社會重新出發。故此，
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便顯得更加重要，而「國家安
全」正是當中最重要的磐石。

良好的制度環境
香港回歸祖國近 23 年，國家安全始終是突出短板。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活
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決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

良好的法治環境
侵蝕法治的「蟻穴」得不到清除，摧毀的將是國家安全的「大壩」，損害的
將是全體香港市民的福祉。對任何危及香港法治根本的行為，我們都應當零
容忍

良好的社會環境
■駱惠寧提出維護國安的3要點。

■灣仔的商業大廈展示國家安全日標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開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宣傳活動，圖為中環一大廈的屏幕上顯示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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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續完善法制 落實「總體國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澳門特區政府昨日
籌辦了「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展覽，澳門行政長官
賀一誠和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發表文章，圍繞
國家安全，緊扣疫情趨勢，就如何繼續維護國家安全
與社會各界互勉。
賀一誠在以《堅定踐行「一國兩制」，全面守護國
家安全》為題的文章中表示，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
情，為特區政府和全澳居民一場有關維護國家總體安
全的巨大考驗和挑戰。

賀一誠：市民自覺遏謠配合抗疫
他說，疫情無疑妨礙了社會正常運作，但全澳居
民在這段期間都以大局為重，自覺抵制意圖擾亂政
府抗疫工作的謠言，充分理解、支持和配合政府的
防疫抗疫措施。國家即使亦深受嚴峻的疫情所困，
仍然致力排除一切困難，確保對澳生活必需品的有
效供應，令澳門居民在這段時間的正常生活得到有
效保障。
賀一誠表示，生物安全攸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國
家早前已經決定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
澳門特區政府會不斷完善澳門預防和應對公共衛生危
機的法制、機制等，令國家和澳門得到更好的總體安

全保障，進一步落實以人民安全為中心的「總體國家
安全觀」。
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在以《堅持總體國家安全
觀，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推進「一國兩制」
事業行穩致遠》為題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三大重點：
一是堅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防範化解重大
風險。澳門社會各界要牢牢把握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根
本要求，堅決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正確行使高度自
治權，堅決防範和打擊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
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以及利用澳門對內地進行滲透
破壞的行為。
二是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堅決打好疫情防
控阻擊戰。澳門社會各界要繼續支持澳門特區政府，
按照中央統一部署，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復生
產，同心協力，共克時艱，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
戰爭，確保澳門社會大局穩定。
三是築牢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為維護國家安全和
澳門安全奠定牢固社會基礎。澳門年輕一代要深入思
考個人、澳門和國家的關係，立足當下，放眼未來，
找到「一國兩制」實踐和個人理想與事業發展的最佳
結合點，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力
奮鬥。

鍾南山：港戰疫措施佳 勝利指日可待
生物安全牽涉到社會穩定
和經濟發展的問題，對人體
健康和社會穩定有很大影
響。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
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
南山在短片中表示，香港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
做得相當不俗，並呼籲港人
繼續保持社交距離，相信只
要及早發現患者和追蹤密切接觸者，香港會在疫情上
取得勝利，市民恢復正常工作指日可待。
鍾南山表示，今次是大型群體疫情事件，新冠病毒
的傳染系數為 3 至 3.5，即平均 1 人可傳染 3 人，速度
較沙士及中東呼吸綜合症都高，死亡率亦較流感高10

倍至20倍。
他強調，盡早發現感染者，並做好密切接觸者的追
蹤監測工作很重要，確診者在出現病徵首三四天日，
其體內的病毒載量最高，若未盡早隔離，可造成大規
模社區擴散。
鍾南山指出，雖然意大利等西方國家採取封城措
施，惟當地人民未有減少社交接觸，導致確診及死
亡人數與日俱增，反觀港人汲取沙士時期的經驗，
對今次疫情非常警惕。特區政府及衛生機構較早已
採取行動，市民亦自覺防疫，目前香港的死亡率約
0.04%，在全世界屬低水平，但目前的最大問題來
自亞洲以外的地方，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不能輕
視輸入個案，並呼籲港人繼續警惕，以免疫情死灰
復燃。

曾鈺成：審視公衛短板 關係生物安全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香港願景
計劃」召集人曾鈺成在開幕致辭時表
示，主辦方過去兩屆的「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均成功舉辦研討會，今屆活動
雖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但他們亦透
過互聯網提高市民對國家安全的意識。
他特別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 2 月
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
議中，提出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的
體系，並要加緊《生物安全法》的立法

工作，因此今屆活動將集中在公共衛生
安全方面。
曾鈺成指出，目前社會最關注防疫問
題，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上月初曾說，當前
的疫情更突顯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國
家將盡快推動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
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
障體系。社會在疫情下最關注的是公共衛
生安全有什麼缺陷和不足，這才是目前生
物安全最重要的問題。

葉國華：須自覺護港 防外力利用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表示，香港作為「一國
兩制」下的國際開放城市，處於國家的最前線，惟
「樹欲靜而風不息」，任何帶有敵意的外方，都必定
利用香港來破壞中國的安全，故港人應自覺保護香港

的繁榮安定，並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
他認為，港人過去廿二年的表現不夠理想，但「亡
羊補牢，未為晚也」，相信只要港人有更強的意識和
更積極的行動，就能捍衛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

視頻截圖

昨日是國家第五個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因應近日疫情形

勢，「香港願景計劃」今年特別推出專題網站，全程在
網上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全
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應邀為活動致辭。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及全
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等嘉賓分別圍繞「止暴制亂」、反「港獨」、「黑暴」、「攬炒」及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等主題作專題演講。研討會由「香港願景計劃」召集人曾鈺成致開幕辭。
駱惠寧在致辭中強調，維護國家安全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法治環境、社會環境。在香港回歸祖
國的近 23 年裡，國家安全始終是突出短板，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
夫；對任何危及香港法治根本的行為，我們都應當零容忍；全社會都應行動起來，營造有利於同各
種危害香港安定和國家安全的行為作鬥爭的社會輿論環境。當前，要同心抗疫，反對「攬炒」。只
要人人盡責，共同築城，就能戰勝各種風險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雨航、郭家好

駱惠寧在2020年香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致辭（全文）
各位朋友：
今天是第五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說起國家安全，有
人可能覺得離自己很遠，但其實很近，眼前正在經歷的這場疫
情防控戰，就是事關國家安全的一場大戰，也與我們每一個
家庭、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國家安全就在我們身邊，就在生
活中。國家安全包括許多方面，如公共衛生安全、經濟安
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生態安全、網絡安全
等。在這抗擊疫情的關鍵時期，用這樣的特殊形式，啟動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相信大家能切身體會到國家安
全「人人有關、人人有責」這句話的深意。在此，我有三點感
想與大家共勉：
第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國家是香港抵禦
風浪、戰勝挑戰的最大底氣，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的根
本利益。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始終不夠完善，不少人的
國家安全觀念也相對薄弱。在香港回歸祖國的近23年裡，國家
安全始終是突出短板，這個短板在關鍵時刻會成為致命的隱
患。近幾年來，外部勢力對香港事務深度干預，更凸顯了加強
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相信所有愛國家、愛香港的
朋友都會形成這樣的共識，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
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決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
口。
第二，維護國家安全需要良好的法治環境。法治是香港的
一張亮麗名片，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但去年 6 月
以來持續發生的「港獨」「黑暴」等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導

致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遭受極大衝擊，嚴重破壞香港安定繁
榮，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即使在當前需全社會共同抗疫的時刻，還有人伺機縱火堵
路，製造爆炸品，威脅市民人身安全，破壞社會公共秩序。
沒有法治，就沒有安定。違法得不到應有的懲治，引來的會
是更多的效倣；侵蝕法治的「蟻穴」得不到清除，摧毀的將
是國家安全的「大壩」，損害的將是全體香港市民的福祉，
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對任何危及香港法治根本的行為，我們
都應當零容忍。
第三，維護國家安全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法律是正義的
最後一道防線」。但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最後一道防線，結果可
能就守不住；即便守住了，個人和社會，也要付出沉重代價。
把防禦前移，建之於端，防範於未然，社會才會安穩，市民才
會安心，國家才有安全。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應做文明的守護
者、法治的維護者、進步的推動者。香港全社會都應行動起
來，營造有利於同各種危害香港安定和國家安全的行為作鬥爭
的社會輿論環境。當前，要同心抗疫，反對「攬炒」。只要人
人盡責，共同築城，就能戰勝各種風險挑戰。
各位朋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
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
移。」偉大祖國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讓我們共同維護好國
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好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共同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謝謝大家！

回顧習主席講話 生動介紹五範疇
國家安全涵蓋的領域
其實非常廣泛，是一個
與市民福祉息息相關的
系統工程。昨日正式開
通的「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網站內容豐富，其中介紹了多
個涉及國家安全的範疇，回顧了國家
主席習近平過往的重要講話等，加深
港人對國家安全的認知和認同。同
時，大會網站中亦有徵文比賽和問答
遊戲，讓市民互動。
網站列出習近平在 2014 年中央國家安
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的總體
國家安全觀，及概括國家安全觀核心要
義的五大要素和五對關係，及重溫習近
平對國家安全的金句，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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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
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
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
在」，讓人透徹理解箇中精神。
為令港人更清楚知悉如何保障國家安
全，網站介紹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
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展歷程和
職能，及香港特區政府需完成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的憲制責任。
同時，網站還列出多個與國家安全相
關的範疇，其中重點介紹保護人民健康
的生物安全、支撐產業發展的經濟安
全、為國家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科技安
全、保障機密資訊的網絡安全，及維持
繁榮穩定的社會安全。
為讓更多港人參與「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香港政策研究所特意舉辦徵文

■網站配合動畫介紹國安概念。
比賽，參加者需以「在疫情影響下，我
對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安定的體會」為
題撰文，並在下周六下午5時前經網站遞
交，得獎者將獲贈書券。
另外，市民還可在網站回顧去年及前
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內容，並參
與問答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必須把防禦前移，建之於端，防範於未然。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應做
文明的守護者、法治的維護者、進步的推動者。當前要同心抗疫，
反對「攬炒」

駱惠寧提 要點：建設制度 堅守法治 齊心衛港

他解釋，在國際關係問題上，不少香港人以
為回歸後香港和外國的關係，和回歸前在英國
人管治下沒有區別。因此，沒有人理會美國和
其他西方國家與香港反對派關係在回歸後發生
的重大和根本變化，更沒有人理會這些變化造
成的國家安全問題。
梁振英舉例說，香港回歸祖國前，英國和美
國都不會重視香港反對派，但回歸後香港反對
派可以在英美登堂入室，原因就是他們已經變
成英美對華較勁的一隻棋子，更點名以壹傳媒
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為例，指去一次美國，就能
得到副總統、國務卿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先後
接見，「至今沒有人提出黎智英是中國人、英
國人或是美國人這個問題。」
他認為，在今天中美關係的大背景下，香港
社會對這種現象無動於衷，很值得大家深思。
實際上，國家安全的要害是政治安全，而政治
安全的關鍵是人民的醒覺和警覺。由於，香港
是中國最開放、最自由、最國際化而同時是高
度自治的城市，因此作為中國的軟肋來說，是
「不二之選」。
因此，設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全
國都很有必要，在香港更有必要，且重點更要
突出「全民」和「教育」。梁振英表示，「全
民」必須有普及性，不應曲高和寡；「教育」
必須有針對性，不能言過飾非。他希望，能夠
將有針對性、有爭議性的工作做到深入民間、
深入民心。

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昨日為「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活動致辭，指
近年來的社會動
盪和疫病打擊，
嚴重地威脅國家
安 全 和 社 會 安
定，可見進行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
董建華表示，
「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網上活動的
舉辦是十分及時和
切合需要，因近年
來的社會動盪和疫
病打擊，嚴重地威
脅國家安全和社會
安定，可見進行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認為，在特區
政府及中聯辦支持
下，香港政策研究
所香港願景計劃連
續兩年舉辦「全民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日」活動推廣相
當成功，例如研
討 會 及 展 覽 活
動，幫助了不少
香港人了解總體
國家安全觀的概
念如何與香港的安
定繁榮息息相關。

駱惠寧提出維護國安的 3 要點

依法定制護國安
全城動員反攬炒

國家觀念薄弱 忽視英美棋子

董建華：疫暴威脅穩定 國安教育迫切

梁振英：維護政治安全 港須醒覺警覺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在昨日致辭中指
出，香港回歸祖國
前，英國和美國都不
重視香港反對派，但
回歸後香港反對派卻
在英美登堂入室，原
因是他們已經變成英
美對華較勁的一隻棋
子。他強調，國家安全的要害是政治安全，而
政治安全的關鍵是人民的醒覺和警覺。
梁振英表示，「香港人國家觀念薄弱」這句
說話有兩重意思，一是關於個人和國家關係的
觀念，二是對國際關係的觀念。兩者之間，他
認為香港人對國際關係的觀念尤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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