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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2019年首次參與JPO方案

劉光源對將赴聯合國系統任職的香港青年表示熱烈
祝賀。他指出，推送優秀香港青年到聯合國系統任職，
是中央政府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關心關愛
香港青年，助力香港青年在更廣闊舞台上歷練成才的重
要舉措。

牢記「國之大者」 錨定奮鬥目標
劉光源與特區青年分享了三點想法：一、要牢記

「國之大者」 ，投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香港
青年生逢其時，重任在肩，要不負時代，不負青春，以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的豪情，積極投
身於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二、要拓展國際
視野，共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夢。香港有志青年在
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同時，在國際上要做可
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宣傳者，做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踐行者。三、要錨定奮鬥目標，實現拳拳報國、不
負韶華的人生夢。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在全面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收穫前進新動能，在振興香港、貢獻
國家的新征程中成長成才、建功立業。

李家超表示，許多香港青年都充滿活力、能力和潛
力，對貢獻國家和世界充滿着熱情和期待。中央政府大
力支持推送香港年輕公務人員到聯合國系統任職，是對
香港青年的肯定。他感謝中央對香港青年的關懷，也感
謝外交部駐港公署的協助。

在國際舞台發揮所長說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向將赴聯合國相關機構任職的青年提出三點

寄望：一、在國際舞台發揮所長。要抱着貢獻世界的熱
誠在聯合國機構工作，充分發揮在香港工作的專長和經
驗，為世界發展出一分力。二、擔任國家和世界的橋
樑。要善用和珍視在聯合國機構任職這個難能可貴的機
會，促進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掌握國家在全球大局的
定位，貢獻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工作。三、肩負起說好
香港故事的責任。把香港故事說好，把香港重返國際舞
台中心的實力、香港傳統和新興的力量、香港各方面的
魅力和競爭力，告訴新朋友和工作夥伴，讓他們正確了
解香港，讓世界看到東方之珠的光芒。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主席陳晴表示，到聯
合國機構工作學習機會難得，不僅有助於香港青年收穫
寶貴的工作經驗、鍛煉能力，也能讓世界通過香港優秀
青年公務員，加強對香港特區的認識和了解。她衷心希
望國家推送香港青年到聯合國系統任職工作持續開展下
去，讓更多香港青年受益；同時希望即將赴任的青年珍
惜寶貴機會，在聯合國這一平台扎深根、經風雨、見世
面，支撐起香港更好的明天。

1月16日，外交部駐港公署和特區政府舉辦
「火熱青春書寫精彩人生 踔厲奮發共創復興偉

業」 ——香港特區青年赴聯合國系統任職發布儀
式。經過選拔脫穎而出的12名香港青年公務人員，
將於近日起陸續赴聯合國位於美國紐約、瑞士日內
瓦和奧地利維也納等地的辦事處出任不同職位。

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源希望他們積極向
全世界展示當代香港青年自信自立自強的精神風
貌。行政長官李家超勉勵他們在任期完成後，把學
到的知識和經驗帶回香港，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
貢獻。

特首籲港青擔任國家和世界橋樑
12公務人員赴聯合國任職 劉光源勉拓展國際視野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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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優勢 港青獲推薦名額
兩名即將赴聯合國系統的青

年代表表示，將珍惜此次歷練機
會，展示當代香港青年的才幹和風采，以實際行
動激勵、帶動更多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參與國際事務，為國家的發展和 「一國兩制」 事
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選派青年之一、目前在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工
作的陳佩琪表示，自己曾在聯合國實習，期待利
用此次機會在聯合國見證國家發展、抓住國家提
供的舞台和機遇，也期待在聯合國貢獻香港力

量、貢獻國家所需。她還表示，希望自己的經歷
可以鼓勵香港青年，豐富香港人才的國家觀和大
局觀，助力國家建成人才強國。

另一名選派青年、目前在廉政公署工作的李
偉康指出，香港青年能獲得聯合國初級專業人員
的寶貴名額，是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的體現，
讓他真切感受到國家對青年的關愛。他說，將身
懷國家榮譽感，做到敢擔當、有作為，帶着強烈
使命感說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在崗位上努力
奮鬥，提升國家影響力。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外交部駐港公署和特區政府
昨日舉辦 「火熱青春書寫精彩
人生 踔厲奮發共創復興偉
業——香港特區青年赴聯合國
系統任職發布儀式」 。

李家超的三點寄望

劉光源的三點想法

在國際舞台發揮所長。當前全球發展
進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要抱着貢
獻世界的熱誠在聯合國機構工作，充
分發揮在香港工作的專長和經驗，為
世界發展出一分力。

擔任國家和世界的橋樑。國家正全面
深化文明交流互鑒，香港也着力發展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要善用和珍
視在聯合國機構任職這個難能可貴的
機會，促進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掌
握國家在全球大局的定位，貢獻國家
參與全球治理的工作。

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把香港
故事說好，把香港重返國際舞台中心
的實力、香港傳統和新興的力量、香
港各方面 「動起來、活起來」 的魅力
和競爭力，都一一告訴新朋友和工作
夥伴，讓他們正確了解香港，讓
世界看到東方之珠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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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牢記 「國之大者」 ，投身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香港青年生逢其時，
重任在肩，要不負時代，不負青春，以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的豪情，積極投身於國家發展和民族復
興的偉大進程。

要拓展國際視野，共創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世界夢。香港有志青年在共享祖國繁
榮富強偉大榮光的同時，在國際上要做
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宣傳
者，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踐行者。

要錨定奮鬥目標，實現拳拳報國、不負
韶華的人生夢。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
需，在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收
穫前進新動能，在振興香港、貢
獻國家的新征程中成長成
才、建功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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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青年公務人員全部順利
獲得外交部推薦參與JPO方
案，他們已被安排合適的崗
位，將於今年初陸續赴任。

特寫

十二位青年公務人員獲外交
部推薦參與聯合國初級專業人員

（JPO）方案。他們分別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環境及生態
局、勞工及福利局、律政司、香港海關、渠務
署、政府化驗所、知識產權署、香港警務處和運
輸署，以及廉政公署。聯合國由主權國家組成，
參與該方案的人員必須由成員國派出。獲選青年
將以中國人員身份到聯合國位於美國紐約、瑞士

日內瓦、奧地利維也納以及肯尼亞內羅畢的辦事
處出任不同職位，預計於今年初陸續赴任，為期
兩年。香港特區於2019年首次參與方案，派出
五名獲外交部推薦的特區青年公務人員，以中國
人員身份在聯合國位於美國紐約、瑞士日內瓦和
奧地利維也納辦事處出任不同職位。他們的任期
陸續完成，表現出色，獲得聯合國方面的高度評
價，為香港進一步開展對外事務及香港青年走進
國際舞台，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說清楚，講明白

清水河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
日在法律年度開啟禮上表示，法
院必須尊重並且維護國家憲法之
下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他其後
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尊重全
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權力。這一表
態，強調了特區司法機構的憲制
角色，有助於各界正確認識 「人
大釋法」 。

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底首次
就香港國安法釋法，得到香港各
界市民的支持，但同時也出現一
些雜音，例如有人攻擊 「人大釋
法 」 擴大了特首和國安委的權
力、損害了司法機構的審判權，
甚至令特首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云云。有外國勢力甚至明目張膽
地趁機抹黑攻擊特區政府及司法
機構。

正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
所駁斥的那樣，那些都是完全錯
誤的無稽之談， 「人大釋法」 只
是釐清有關條文的原意和目的，
並沒有賦予任何人新的權力；而
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應由行政機

關而非司法機構作出最終決定，
這也是普通法的慣例。特區政府
將堅定維護香港的法治。

作 為 司 法 機 構 的 主 要 負 責
人，張舉能明確表示， 「人大釋
法 」 無損香港的司法權。並指
出，聘請海外律師到港並非基本
法列明的基本權利，過往不論是
否涉及國安事宜或有否釋法，海
外律師能否參與審訊均須法庭批
准，亦未聞因為海外律師不能到
港參與審訊，而影響審訊公平。

有些話不能不說，而且要說
清楚，講明白。林定國和張舉能
的發言，有力駁斥了外界錯誤言
論。事實上， 「人大釋法」 明確
了特區國安委和法院的權責，體
現了中央對特區的高度信任和充
分尊重。香港司法界要貫徹 「人
大釋法」 的精神，履行好自身職
責。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行政、
立法、司法機構等整個管治架構
的責任，香港司法機構絕非 「局
外人」 ，各界期待坐
言起行，做出表率。

切實履行特區管治架構憲制責任
——夏寶龍在專題研討會上的致辭系列評論之二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致辭時指出，特區國安委與其
他職能機構共同構成了特區層面的維護
國家安全體系。實際上，長期以來香港
社會有一種看法，認為維護國安只是特
首及行政機關的工作，與其他機構或組
織無關。這顯然是錯誤的看法，香港特
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以及法定機
構、諮詢組織等整個特區管治架構都肩
負不可推卸的責任，都須積極配合國安
委工作，尊重並執行國安委決定，共同
守護香港特區護衛國家安全的防線。

全面準確貫徹實施好香港國安法，
需要香港各界準確把握幾對重要關係，
當中首要一項就是，中央主導和特區主
責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香港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香港出
現國家安全問題時，中央當然要管。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
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特區理所當
然要承擔起實施香港國安法的主體責
任，堅決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這完
全符合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的方針。

在特區主責這一層面，特區國安委
角色無疑極其重要，這是中央在特區設
立的負責維護國安事務的專門機構，承
擔維護國安的主要責任，發揮 「牽頭抓
總、議事決策、統籌協調的中樞職
能」 。行政長官作為國安委主席，應當
就香港特區維護國安事務向中央政府負
責，並就履行維護國安職責的情況按時
提交年度報告，根據要求就維護國家安
全特定事項及時提交報告。顯而易見，
特區國安委責任重大。

但必須釐清一點的是，特區主責並
不意味着只是特區國安委主責。維護國
家安全不僅是行政長官和特區國安委的
責任，也是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司法機關以及法定機構、諮詢組織
等整個管治架構的責任。香港目前有超
過520個法定機構及諮詢組織，從公共
事業機構到行業組織等等，共同構成了
香港社會運作的主要框架，這些組織機
構不能將維護國安視作 「與己無關」 之
事，而是要主動承擔起應盡的憲制責
任，既要積極配合特區國安委的工作，
更要尊重並執行國安委的決定。

正因如此，在完善特區維護國安制
度機制等方面，需主動作為。例如，根
據香港國安法，當特區本地法律規定與
其不一致時，應當優先適用國安法，特
區應主動修改、完善本地法律，使本地
法律與香港國安法實現有機統一。早前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釋法，有
意見認為，應早日修訂《法律執業者條
例》，以符合釋法內容。此外，國安法創
制了若干法律司法程序和規則專門用於
國安案件的辦理，特區法院按照這些程
序和規則，作出了一些符合國安法立法
原意的判決，為該法的正確實施提供了
指引。這些都是積極履行責任的體現，
未來還需舉一反三，不斷深化落實。

長期堅持 「一國兩制」 這一好制
度，必須全面準確貫徹實施好香港國安
法，為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提供堅
實保障。當前，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
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社會各界要倍加珍
惜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全面落實特區
維護國安的主要責任，發揮好特區國安
委的角色作用，用好整個管治架構的力
量，全面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