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郭家好

昨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首和特區政府官

員分別透過專題網站致辭及接受訪問，回顧過去一

年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面對的挑戰，及展望未來需

要做好的工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致辭

中指出，去年因修例風波引發大量暴力事件，挑戰

香港法治，更出現極端化及近乎恐怖主義的行徑，

倘未能有效遏制將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亦關乎香

港居民的切身利益，故堅定地維護香港自身安全和

穩定，不單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是對中央

人民政府負責。特區政府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

安思危。

林鄭：暴力不遏危害國安
對中央和特區負責 須加強憂患意識保港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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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香港過去
一年出現的社會事件，

令大家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有更深體會。去年因修例風
波引發大量暴力事件，挑戰
香港法治，危害市民安全，
更出現極端化、近乎恐怖主
義的行徑，包括自製炸彈、
私藏槍械、襲擊警務人員
等。而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
量冷血和仇恨言論，令人身
安全受到更大威脅。這些違
法活動若未能有效遏制，將
有可能提升到危害國家安全
的層面。

各機關續嚴正執法
因此，特區政府堅定地維
護香港自身安全和穩定，不
單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
責，也是對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在應對這場重大危機
時，特區政府一直堅持三個
原則，一是堅守「一國兩
制」方針和維護基本法；二
是尊重和維護法治；三是保
護香港的制度優勢。她強
調，執法部門和檢控機關會
繼續嚴正執法，維持社會秩
序和安寧，讓香港回復為一
個安全城市。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挑
戰，她表示，特區政府一直
以「迅速應變」、「嚴陣以

待」和「公開透明」三大原
則應對疫情，並強調特區政
府絕對不會鬆懈，會繼續和
市民團結一致，同心抗疫。
在金融方面，她指香港的金
融市場很受外圍因素影響，
但即使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波
動，香港的金融系統仍然有
序運作，顯示市場對香港的
系統仍然充滿信心。

思考進一步護國安
林鄭月娥最後強調，要貫

徹落實大眾維護國家安全，
教育、宣傳和推廣至為重
要。「讓我們用好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設立的契機，透
過特區政府、學校和各團體
的共同努力，鼓勵香港市民
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
思考如何進一步維護國家安
全。」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的網站訪問中表示，留意到社
會上仍然有人鼓吹「港獨」，並強調
特區政府對「港獨」零容忍。警務處
處長鄧炳強則指，香港去年起發生的
示威和暴力活動，涉及「本土恐怖主
義」，威脅國家安全，呼籲廣大市民
對極端暴力行為及包庇行為不可以視
而不見，一定要齊聲譴責。
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國家安全方

面，有「自身安全」，及與國家的
「共同安全」。「共同安全」包括
領土完整、防止任何勢力利用香港
進入或者滲透內地破壞國家安全、
不容許「港獨」、反恐、反洗黑錢
及恐怖活動融資等範疇。香港「自
身安全」涉及治安、有組織及嚴重
犯罪、爆炸品及槍械和科技罪案等
範圍。

慎防「本土恐怖主義」滋生
對香港仍未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他認為這是未履行憲制責
任，亦是特區政府的一個「空
白」，但重申特區政府對「港獨」
零容忍，並已要求各個執法部門加
強情報搜集，互相合作，防止「本
土恐怖主義」滋生。
鄧炳強表示，維持香港治安和社

會秩序就是維護國家安全最基本的
體現。然而，最令人擔憂的是社會
上有部分人不但沒有譴責暴力事
件，更不斷將暴力行為英雄化、浪
漫化，讓暴徒以為自己所做的事是
對，驅使他們犯法，而這些人就坐
享政治紅利。
他指出，香港目前面對最大的國

家安全威脅，就是暴徒甚至用槍械
和爆炸品等極端方法，罔顧警察和
市民的性命，以達至政治目的，這
些行為本質上已經擁有「本土恐怖
主義」行為的元素。因此，廣大市
民對極端暴力行為及包庇行為不可
以視而不見，一定要齊聲譴責，
「無論你認為你是對，或者別人吹
捧你是『義士』，都絕對不是訴諸
暴力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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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訪問
中探討了特區政府與國家在今次抗
疫的互動分享。她透露，特區政府
計劃盡快啟動食衛局的醫療衛生研
究基金支援，以支持新冠肺炎病毒
的科學研究。
陳肇始表示，特區政府一直以

「迅速應變」、「嚴陣以待」和
「公開透明」三大原則應對疫情，
同時與國家衛健委保持密切聯繫，就傳染病監
察數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傳染病應急
等方面互相通報。同時，特區政府亦不時與世
界衛生組織就整體疫情交換意見，令其明白香

港的抗疫策略。
她指出，所有政府決策局及部門

已在各方面加強防疫抗疫工作，總體
可分為七大策略及重點，分別是港口
衛生措施、入境管制、收緊法律框
架、減少社交接觸、公立醫院的應變
措施、加強檢測、檢疫措施。
陳肇始衷心感謝所有參與防疫抗

疫工作的同事，尤其是醫護同事、
食環署的清潔工友及幕後英雄，亦明白前線醫
護人員所承受的壓力。她期望社會共同努力，
市民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同心抗疫，讓香港渡
過今次難關。

食衛局將速推支援研抗新冠

■陳肇始

為確保香港金融的安全，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表示，修例風波及新冠
肺炎疫情令金融市場出現史無前例
的急劇波動，香港的社會及經濟全
方位受壓，但強調國家的支持是香
港發展的堅實後盾，令香港在穩住
經濟及防範金融風險的工作中能夠
有底氣。
陳茂波表示，國家在今次疫情

中，展現了果斷、高效的應對能力，在抗疫情
與穩經濟之間做了很好的調節與平衡，讓經濟
盡速逐步恢復動力。
他指出，要令香港社會和經濟行穩致遠，有

效辨識和防範風險，會密切注視本
地以及環球政經形勢，作出恰當判
斷，讓金融安全的工作能扎實穩妥
地持續，發揮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的功能等是關鍵，亦是進一步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內地與國
際資金融通平台的關鍵要素。
故此，他在思考及推動支持經濟

的措施時，一直採取「逆周期」策
略，加強對個人及企業層面的支援，亦透過加
強槓桿銀行體系的力量，讓市場有更寬鬆的資
金和借貸環境，以穩住大局及市場信心。這些
都有防範風險及加強金融安全的效果。

財爺：國家做後盾 特區有底氣

■陳茂波

■在國家支持下，香港在穩住經濟及防範金融風險的工作中能夠有底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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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 ■鄧炳強

■林鄭月娥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暫停向世衛組織撥
款，引起國際社會強烈批評。在全球疫情
爆發的嚴峻時刻，美國暫停世衛撥款，削
弱世衛力量，傷害全球合作抗疫，加劇疫
情持續在全球蔓延的嚴重風險，危及全世
界人民健康安全，危害甚於病毒，也必會
危及美國自身。特朗普諉過世衛，只為一
己政治私利，推卸抗疫失誤責任。世衛是
指導、協調全球合作抗疫的權威機構，理
應受到尊重和支持，全世界都要向美國施
壓，敦促美國切實履行對世衛的義務，返
回正確軌道。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者昨已超200萬、死
亡接近13萬，並正向非洲、南美蔓延，此
時此刻，亟需世衛統籌協調、領導全球共
同抗疫。美國暫停撥款世衛，破壞國際抗
疫陣線，干擾抗疫工作，讓各國人民面臨
巨大風險，引發本國和全球憤怒。醫學期
刊《刺針》主編直斥特朗普行為是「反人
類罪行」，美國醫學會會長哈里斯指出，
這是向錯誤方向走出危險一步，只會令打
敗病毒變得更加困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
雷斯發表聲明指出，現時絕非停止支援世
衛的時機，指世衛對全球抗疫有絕對重要
的作用。

目前，美國已經成為新冠疫情的重災
區，確診個案和死亡人數均位居世界第
一，特朗普因此備受批評。他置本國和世
界人民生命健康於不顧，暫停撥款世衛，
目的只是為推卸抗疫不力的責任，轉移視
線，以免影響其連任的選情。但事實擺在
面前，這個責任是無法推卸得了的。《華
盛頓郵報》日前的調查報道指出，華府早
於1月3日已得悉武漢出現神秘疾病，1月
底已經收到世衛警告，卻不斷因其他政治

問題，一再拖延防疫工作，直至3月中才
頒佈國家緊急狀態；《紐約時報》亦披
露，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阿薩爾早
於1月18日已警告特朗普，指新冠肺炎疫
情可能很嚴重，估計全國會有 1.1 億人染
疫、逾58萬人死亡，專家建議政府實施社
交距離措施，但特朗普直到3月16日才宣
佈該決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的文章分析更一針見血指出，白宮忽視了
公共衛生的基礎知識，似乎從政治和選舉
的角度，而不是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待這
種流行病。像往常一樣，美國總統把自己
災難性的失敗歸咎於他人。

新冠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目前世衛
全力協調全球合作抗疫，包括啟動多家實
驗室、加緊建立全球檢測網絡、動員國際
力量、加快科研和創新工作等。全球抗疫
的關鍵時刻，各國應全力支持世衛，而不
是指責、斷援。 因此，美國的行徑引起國
際社會的反感，各國紛紛以用行動力挺世
衛、向美國說不。美國最緊密的盟友英國
政府宣佈，將向世衛等機構捐助 2 億英
鎊，為資金緊張的WHO雪中送炭。英國
的行動身體力行地表達了對世衛的支持，
宛如摑了美國一巴掌；自世衛針對新冠疫
情發出緊急呼籲以來， 中國、科威特、歐
盟執委會、日本分別捐出的金額數以千萬
美元計。

災難當前，全球共同合作、出錢出力抗
疫是唯一選擇，美國不回到與國際社會合
作抗疫的正軌，不切實履行義務，必然自
我邊緣化，抗疫和復甦之路肯定更艱難。
特朗普應該對美國和世界人民負責，負起
大國責任，立即摒棄政治化錯誤、回到國
際合作抗疫的正確軌道。

特朗普停撥款世衛 危害甚於病毒
昨天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中聯辦主任駱

惠寧發表講話指出，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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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能
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香港彌補維護
國家安全的短板刻不容緩，特區政府需要更積
極擔當，主動迅速行動，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不斷增強維護國家
安全的執法、司法力量，以法治制止危及國家
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社會各界更
應努力提升全民國家安全意識，以「人人有
關、人人有責」的自覺行動，築牢維護國家安
全和利益、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大
壩。

香港回歸祖國，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成為香港的憲制
責任和政治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任何危害
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
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
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中共十九屆
四中全會也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毫無疑
問，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高度重
視，並提出明確要求。

從違法「佔中」、旺角暴亂到去年的修例風
波，「港獨」等激進暴力犯罪行為愈演愈烈，
香港的一些政治勢力勾連外部政治勢力，讓他
們無所顧忌對香港進行滲透、干預和破壞。事
實已經充分顯示，香港在國家安全體制機制方
面長期缺失，回歸近23年，維護國家安全的立
法始終未能完成，「一國兩制」實踐面臨被衝
擊和破壞的巨大風險。國家安全沒有保障，香
港的繁榮穩定、安居樂業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
基石。

隨着國際大環境和香港政治形勢的變化，香

港加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建設，已經不能再有任何遲疑，尤其是作為香
港管治者的特區政府，責無旁貸要肩負起完善
國安保障的重任，不能被動坐等時機成熟，而
要主動作為，大膽行動，迎難而上，儘快在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切實可行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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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香港在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本地立法仍面
臨不少困難和阻力，但絕不意味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束手無策。香港是法治社會，完全
可以研究如何運用好《刑事罪行條例》、《公
安條例》、《社團條例》等一系列現有法律，
落實相應的可行機制，充分發揮法治的效力遏
止「港獨」、黑暴等極端激進行為，盡可能堵
塞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一方面特區政府要進
一步加大對執法機關的法律支持，讓執法機關
擁有更強而有力的法律工具打擊危害國安的各
種犯罪行徑，以正壓邪；另一方面，檢控、司
法部門應各盡其責，依法從嚴檢控、處罰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形成合力，彰顯法治公義，
守住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防線。

常言道，國泰民安。國家安全既是為了人
民、亦要依靠人民。維護國家安全和每一位港
人息息相關，香港必須形成「在國家安全問題
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的高度共識和行動自覺。每一位港人都應做文
明的守護者、法治的維護者、進步的推動者。
特區政府、社會各界應共同努力，通過市民喜
聞樂見的形式，利用網絡等新科技，持之以恒
開展多元化的宣傳教育活動，讓市民全面深
入認識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共築國家安
全防線，力保國家安全、社會安穩、市民安
心。

主動擔當積極行動 彌補國家安全短板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