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
任、香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
昨日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開幕典
禮暨主題講座的致辭，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共
鳴。他們均表示，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為香港發展提供新的必要條件，認為香港要警
惕「軟對抗」、背靠祖國，才能平穩發展。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唐英年

自從去年有了國家安全法，以及今年有了完
善選舉法後，我看到社會是由亂到治的。在由
亂到治中，我們亦要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
港」，而完善選舉制度是能夠體現出「愛國者
治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

中央出手並不意味着香港今後就萬事大吉
了。有的人從地面轉到地下，從「硬對抗」到
「軟對抗」，這就需要香港提高警惕，更加嚴
格依照法律和相關制度進行防範和打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亨利

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是利劍和堅
盾，標誌着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在「愛
國者治港」為主體的管治下，香港的未來一定
是美好的。面對世界局勢變幻莫測，香港背靠
祖國，如同小船併大船，才可在風浪中平穩駕
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姚志勝

駱惠寧主任在致辭中指出，凡破壞國家安全
的，屬「硬對抗」，就依法打擊；屬「軟對
抗」，就依法規管，我認為這指明了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要兼顧依法打擊和依法規管的工作原
則。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副主席
霍啟剛

自去年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社會氣氛緩和，
曾經的傷口得到撫平，香港回復為一個安全城
市，減少社會的政治爭拗，讓特區政府可以專
注於改善民生，增加市民的幸福感。

全國政協委員
楊莉珊

自去年6月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到上月全
國人大常委會修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中央接
連兩大舉措都旨在維護國家安全與香港特區穩
定。事實結果充分證明，安全與穩定就是保障
香港社會發展與促進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石。

鄭雁雄：完善選制治本 增市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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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特區管治團隊是國安繁榮守護神

鄭雁雄昨日先後在「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2021」開幕典禮上致辭，及在

主題講座「國土、軍事及海外利益安全」
上透過視像發言。
鄭雁雄表示，香港國安法刊憲實施，特
區國安委和中央駐港國安公署成立以來，
令香港人心思定，社會生活恢復正常。他
特別感謝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形容他們真
正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繁榮穩定的
守護神；感謝大力支持香港國安法實施的
愛國愛港社團、媒體、機構和各界人士；
感謝堅定支持香港國安法實施的法律界朋
友。
鄭雁雄表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

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要確保「一

國兩制」的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
維護香港特區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的治
本之策，必將轉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治
理效能，結束挑戰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
種種亂象，營造出國家安全的常態化的
法治環境，不斷提升廣大市民的獲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遵守國安法「愛國者」基本標準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保障，也是區分是否「愛國者」
的法律依據，而遵守香港國安法是「愛國
者」的基本標準，也是人人必須盡到的基
本責任。
鄭雁雄表示，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將一如

既往嚴格依法履職，堅決有效履職，服務
好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服務好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攜起手來、團結一心，努
力為「一國兩制」兜住平安的底線，迎接
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主題講座上，鄭雁雄表示，國家安全
穩如泰山，才會有人民的安寧，而國家安
全是地區發展的基石，「民生有欲，無主
則亂。」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是維護國家
安全、落實憲制秩序，確保不會出現「港
獨」、攬炒、黑暴等無法無天的事情。

讓奉法者強 令愛國者上 令攬炒出局
他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

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倘奉公守法
的人還要誠惶誠恐，那些無法無天所謂

「違法達義」者反而可以為所欲為，社會
將難得安寧。「法必明，令必行」，他強
調香港國安法就是要讓奉法者強，令愛國
者上，令攬炒分子出局。
鄭雁雄直言，香港不能夠名義上回歸，
但仍承認英美是老闆，以美英價值為衡量
標準，若幻想外國影響力愈多愈好，中央
影響力愈少愈好，必然會迷惑眾生，混淆
視聽，搞亂社會。
他說，香港人講廣東話、寫中國字、食

中國菜和過中國節，有着好濃的中國情。
即使有食西餐、講英文，與外國人打交
道，也是以中國人身份去做，並強調香港
人是離不開自己國家背景，故港人應建立
維護國家安全的習慣，要有自覺和自信，
繼續對國家利益和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解放
軍駐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昨日在特區
政府「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開
幕典禮上致辭時表示，對香港特區而

言軍事手段始終是維護國家安全、有
效遏制、抵禦外來侵略和顛覆的保底
手段。他表示，駐軍有決心、有信
心、有能力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
使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陳道祥表示，放眼世界，沒有任何

一個國家甘願在國家安全問題上作出
妥協和讓步，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
在重大安全威脅面前無動於衷、無所
作為。我國國家安全面臨嚴峻複雜的
形勢，而維護國家安全是上下齊動的
系統工程，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可
以說是人人有其責，人人皆可為。因
此，開展「國家安全、護我家園」的

宣傳活動有利於涵養香港市民國家安
全意識，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社會基
礎。
他直言，對香港特區而言維護國家

安全的手段和選擇很多，但軍事手段
始終是維護國家安全、有效遏制、抵
禦外來侵略和顛覆的保底手段。進駐
24年來，駐軍既堅持聚力練兵備戰，
提升依法履行防務職責的能力，又致
力於深化與香港社會的溝通交流。
陳道祥強調，駐軍堅決擁護、堅定

支持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有決心、有
信心、有能力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神
聖使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同

時，駐軍將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中央駐港機構、廣大愛國愛港
力量，同大家一道攜手並進，凝心聚
力，積極營造「國家安全、護我家
園」的濃厚氛圍，匯聚起維護國家安
全的強大力量。
解放軍駐港部隊政治委員蔡永中

在昨日另一講座上表示，香港近年
來發生了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
問題，衝擊社會法治基石，危及民
眾生命財產，重創經濟民生，令
「親者痛、仇者快」，希望大家能
夠用好香港國安法，竭力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令「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

陳道祥：駐軍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護港穩定

●陳道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

昨日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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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家安全的治理效能，結束挑

戰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種種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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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瑞：從來只有風骨 沒有軟骨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駐港公署署
理特派員楊義瑞在香港「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2021」開幕禮上致辭時強
調，在涉及國家安全這一大是大非的
問題上，我們的態度決不會含糊。在
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問題上，我
們從來只有風骨，沒有軟骨。公署將
與香港同行，對外部勢力的各種干
預、施壓與制裁敢於亮劍、堅決鬥
爭，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堅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堅定
維護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
楊義瑞致辭表示，當前我國外部安

全環境正在經歷複雜深刻的變化。和
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時代潮
流中也有險灘暗礁。個別大國大搞單
邊霸凌，搞「小圈子」和集團對抗，

國際矛盾、地區衝突明顯增多。一些
外國勢力固守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
念，不願看到中國發展壯大，反覆操
弄台灣、涉疆、涉港、涉藏等涉及中
國主權、安全與領土完整的問題，無
所不用其極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干
擾、阻遏中國發展。

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
他指出，我們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決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受損，堅決確保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外部風險所遲滯
或打斷。
楊義瑞強調，香港是維護國家安全十

分重要的一環。近年來，一些外部勢力
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存在的制度漏洞和

缺陷，不停插手香港事務。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
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對內地進行分裂、
顛覆、滲透、破壞的橋頭堡，嚴重威脅
中國國家安全，嚴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
楊義瑞表示，外交部駐港公署將繼

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國家擔
當，為外交盡責，與香港同行，對外
部勢力的各種干預、施壓與制裁敢於
亮劍、堅決鬥爭，堅定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堅定維護香港同胞海外合
法權益，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新征程作出新的貢獻。
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方建明圍

繞「海外安全利益」作主題講座，強

調維護國家海外利益安全是中國特色
大國外交的光榮使命，指出香港回歸
以來，外交部駐港公署與特區政府密
切配合，妥善處理上萬起海外香港同
胞的領保案件，為香港同胞的海外利
益安全提供了堅實保障。

●楊義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第六個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澳門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主席、行政長官賀一誠在
接受央視總台記者專訪時表示，面對
內外發展環境變化和新的形勢要求，
澳門特區將繼續加強維護國家安全的
各項工作，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加強維護國家
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全面落實「愛
國者治澳」根本原則，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反對一切
外部勢力干預澳門事務，確保國家和

澳門在新時代能夠依託安全的總體環
境可持續發展。
「『愛國者治澳』對我們來說是新

的課題，包括今年新一屆立法會選舉
等，但我們原來是有『愛國者治澳』
這個傳統的，現在要更加貫徹好『愛
國者治澳』根本原則，有『愛國者治
澳』，有愛國者團結的力量，澳門才
能持續發展，才能走得穩、走得
好。」賀一誠在專訪中說，青少年是
國家和澳門的未來和希望，正確引導
澳門青少年認識祖國，了解澳門，喚

起青少年朋友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公民
責任，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昨日，澳門特區政府舉行「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展」，賀一誠和全國政協
副主席何厚鏵、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
應、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劉顯法及解放
軍駐澳部隊司令員徐良才等人出席開
幕儀式。
賀一誠在致辭時強調，澳門必須持

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
力建設，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澳」根
本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澳門事

務，確保國家和澳門在新時代能夠依
託安全的總體環境可持續發展。

傅自應提三看法 同努力護國安
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致辭時提出

三點看法，一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二是全力維護澳門經濟
社會繁榮穩定；三是不斷鞏固愛國愛
澳社會政治基礎。他相信，在特區政
府和澳門社會各界及廣大居民的共同
努力下，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體
系將更加健全，決心將更加堅定，力
量將更加壯大，澳門「一國兩制」事
業的前景將更加光明。

賀一誠：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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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倪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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