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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是國家第6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也是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本港各級學校皆舉辦各類國家安全教育
活動，五大紀律部隊首次公開操演中式步操，
更帶給市民驚喜振奮。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由亂
及治，市民深切體會到國家安全與生活息息相
關，維護國家安全即是維護市民的根本利益，人人有責。國家
安全對香港來說乃全新的課題，要全面在香港推動國家安全教
育，必須由國家主導及協助。

國家安全分為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涵蓋國土、政
治、人民、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還包括網
絡、數據、數字生態、生物、生態、物流、信息基礎設施等非
傳統安全領域，更強調政權、制度和意識形態安全，這些都是
專門領域知識。

現時特區政府雖提供了國安教育課程框架與資源，但主要負
責在香港學校推動國家安全教育的老師，實際上在國家安全教
育方面知識有限、欠缺培訓。再者，鑑於香港複雜突出的社會
狀況及特有的教育制度，並擁有為數不少的國際學校，需要國
家為香港特別設計一套符合香港社情民情的國家安全雙語教
材，讓不同國籍、語言的年輕人也能接受國家安全教育。

建議國家指導在香港建設國家安全教育基地，並由國家選派
國家安全專家為推動國家安全教育人員提供培訓及考核，並為
香港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等提供顧問指導及協助，讓香港推
動國家安全教育的人員及機構，正確及充分掌握當前國家安全
形勢，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全心全意落實相關教育及
推廣工作。

建議國家考慮在軍事院校、國防大學、外交學院預留一定招
生名額，選拔培養香港學生入讀，以及為香港學生提供更多考
察交流機會，加深學生對國家安全及國家事務的深入了解，加
快香港年輕人融入國家發展。此舉也為有志服務國家的香港年
輕人提供升學途徑，增強學生的國家意識，提升對國家的歸屬
感、認同感，激發愛國熱情，長遠能讓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
站出來擔起保家衛國的責任與義務，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
城牆，應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

打擊「硬對抗」和規管「軟對抗」
中聯辦主任兼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出席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時強調：「現在，有了法律，有了機制，有了

隊伍，執行和落實就尤為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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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對抗」

方面，反中亂港勢力沒有消失，不會就此罷手，只是等候時機出

動作亂，只要「幕後黑手」的意圖仍在，激進勢力便繼續積累力

量，等候時機再爆發；而「黃師」荼毒學生、陽奉陰違的公務員

拉政府後腿，採取的就是「軟對抗」手法。香港由亂及治、由治

到興，不會一蹴而就，面對「港獨」勢力蠢蠢欲動、外部勢力頻

頻插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防波堤仍要不斷加固。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硬對抗」方面，雖然香港動亂暫息，但亂
源還沒有根除，反中亂港勢力沒有消失，不會
就此罷手，只是等候時機出動作亂。自前年爆
發反修例風波，警方拘捕超過一萬人，然而僅
有2,000多人被檢控，比率兩成多，十分之低，
即是有八成涉嫌暴徒不獲起訴，逍遙法外，潛
伏下來伺機而動。

「幕後黑手」激進勢力仍蠢蠢欲動
從國際形勢看，美國新總統拜登政府對中國

仍存敵意，把台灣當成遏華棋子的小動作不
斷，而西方的反華政客也伺機攻華，他們近期
不斷挑動新疆爭議，並繼續在台前幕後支持香
港的激進分子，都顯示反華勢力未放棄把香港

當成遏華棋子，隨時用之衝擊中央和特區政

府。在這大環境下，正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說，外部勢力會利用香港代理人和傳媒，以很
多方法將反中思想植入香港市民的心，挑起社
會矛盾和仇恨，而這些危害國安的行為，有可
能地下化。這番警告絕非杞人憂天，只要「幕
後黑手」的意圖仍在，激進勢力便繼續積累力
量，等候時機再爆發。

至於「軟對抗」，其實施者並不直接挑戰法
律權威，而是借助特殊的職位和權力危害國家
安全。

例如，在香港不少學校，教育已嚴重偏離
「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港獨」思想和鼓
吹暴力在校園蔓延。有副校長不僅詛咒警員早
死，連他們的孩子都不放過。有教師公然宣稱
鴉片戰爭時英國侵略中國是為了消滅鴉片，還

有考評局竟然出賣國試題。「黃師」利用職位
荼毒學生，屬於典型的「軟對抗」。

「軟對抗」危害不可低估
約17萬現職公務員大部分已簽署效忠聲明，

其中有129名選擇不理會或拒絕簽妥和交回。事
實上，除了拒簽的129人之外，其他公務員是否
都真心誠意地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整
個黑暴肆虐期間，除了警隊獨力在前線浴血奮
戰、止暴制亂，很多政府機構的做法都令人非
常失望，一副事不關己、隔岸觀火的模樣。更
惡劣的是，有的政府機構甚至明裏暗裏支持黑
暴分子的違法活動，有的公務員團體還以聯
署、集會和發起罷工等方式，攻擊警方止暴制
亂的執法行動。有議員表示，拒絕簽署的公務

員是「擺明車馬」坦白立場，反而擔心簽署的
人陽奉陰違，日後繼續拉政府後腿，建議設立
監察機制。陽奉陰違的公務員，採取的就是
「軟對抗」手法。

又比如，律政司去年共提出16宗涉修例風波
黑暴判決的刑罰覆核，其中上訴法庭已審結15
宗，均判律政司覆核得直，並裁定原審判刑原
則犯錯，判刑明顯過輕。有上訴庭法官在判辭
中強調：「刑罰過輕會對社會發出錯誤訊息，
以為年輕人會獲法庭從輕發落。」屢屢輕判犯
錯的裁判官，也屬於「軟對抗」。

駱惠寧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行
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依法打擊
規管「硬對抗」和「軟對抗」，需要堅持不
懈，長久努力。

完善選舉制度，才能讓香港更順暢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確保香港繁榮穩
定。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將構建一套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與香港共同
利益、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的民主制度。這將有效堵塞現行選舉制度
中存在的漏洞，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為提高管治效能創造空間及條件，幫
助香港更準確把握國家發展趨勢、更好抓
住國家發展機遇、更順暢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讓行政主導管治效能彰顯
國家安全是發展的基礎，國安威脅一日

不根除，香港難言穩定繁榮。過去議會亂
象令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揭示了香港
現行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反中亂港分
子利用選舉漏洞進入香港特區管治架構，
嚴重干擾特區政府施政，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若不完善選舉制度，香
港將永無寧日。

是次的選舉制度設計具有高度智慧。一
方面，能夠將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管治架
構之外，讓香港不用再面對政治內耗，不
用再面對政治角力所帶來的種種亂象。另

一方面，有關制度能夠讓行政主導的管治
效能彰顯出來，調整後的選舉委員會將突
破某個界別、地區或團體利益的局限，更
能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同時將香港特
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為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堅實制度
保障。

去年中央從法律上堵塞了香港在國家安
全方面的漏洞，完善了國家安全的制度保
障。今年中央再為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全
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在
國家安全方面的體制和執行機制將進一步
得以健全。新的選舉制度強調更加廣泛、
更加均衡的參與，納入更多的聲音，選舉
委員會的規模擴大、重構賦權，讓更多的
界別能夠進入，各種利益訴求其實都可以
在選委裏面去找到他們的代表。

對治港人才要求愈來愈高
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此次完善

選舉制度，理順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行政
主導的制度優勢再次顯現，有效提升香港特
區的管治效能，香港有望擺脫政治泥淖，香
港特區政府將有條件集中精力籌劃、部署和
推動經濟及社會發展。這些舉措為香港走出

困境，實現多元化、高品質
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但如
果沒有完善的選舉制度確保
香港不再內耗和空轉，那麼國家規劃和中
央支持都難以真正落到實處。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並正進入良政
善治的新時代，「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給予香港多元、綜合的定
位，包括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香港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
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支持香港發展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

社會穩定和諧的大環境下，新的選舉制
度能夠讓社會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人都
參與其中，是原有選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和進步。筆者深信，人才是達到良政善治
所必不可少的。新的選舉辦法推出以來，
各方面都意識到，新的制度對治港人才的
要求將愈來愈高，相信各團體也都在進行
一些人才培養的計劃。完善選舉制度，讓
特區政府聚焦處理社會深層次問題，順利
推展利國、利港、利民的政策，着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帶領香港邁步走向「大
治」。

香港進入良政善治邁步「大治」時代
蘇長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銀紫荊星章獲得者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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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前會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個月完成修訂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堵塞了反中
亂港分子利用選舉進入特區管治架構的制度漏
洞。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香港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開幕禮致辭時表示，網絡上把中央兩大舉
措比喻為守護香港未來的「利劍」和「堅
盾」，「網友們看得很準」。駱主任又引述習主席深刻指出，
「安全和發展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因此，完善特區
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築牢國家安全，為香港進入
發展新時代掃平了障礙。全體港人應該團結一致、放下爭拗、
發憤圖強，為香港的發展再譜新篇。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日益泛政治化，接連發生違法「佔
中」、旺角暴動、反修例風波等惡性事件，社會陷入一片政治
爭拗的漩渦，社會經濟民生問題累積了尖銳的矛盾。

駱主任在致辭中強調，「國家安全是發展所憑」，今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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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聾發聵，彰顯中央在確保香港回復正
常軌道的決心和能力。

有了國家安全的保障，香港下一步的關鍵是全力推進社會經
濟發展，解決困擾市民多年的核心議題。例如土地房屋問題，
政府近日公布，已覓得興建31.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
滿足未來十年的需求。但長遠而言，仍然要靠「明日大嶼願
景」等大刀闊斧的計劃，才能滿足長期發展所需。在產業轉型
方面，本港需要積極把握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機會，善用
內地的完善產業鏈和創科人才，發揮本港在金融和高端服務業
方面的優勢，以互聯網技術裝備本港的傳統優勢產業。

新的選舉制度獲得本港社會的普遍支持，是新時代的香港選
賢任能的重要機制。未來一年本港有三場重要選舉，各參選人
應該積極展現其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宏圖大志，讓港人看到新
選制選出的人才會令香港明天更好，讓東方之珠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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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海 港區佛山市政協委員 港島工商團體聯盟召集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
要》指出：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
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
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
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
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世界處於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大國戰略博弈全面加劇，
中國人不應鬆懈，準備長期奮鬥。中國所
長，例如互聯網及5G等領域，已有不少進
展，要精益求精；至於半導體等關鍵技術
領域，仍有不足之處，要承認差距，但絕
不放棄，反要想方設法不斷趕超。

「中國製造」邁向新姿
如果堅持以上方向前進，加快腳步建設

科技強國，相信「十四五」規劃期間，

「中國製造」會從產品質量時代走向品牌
時代。有關數據顯示，發達國家擁有全球
90%以上的名牌。根據福布斯2020全球品
牌價值100強發布的結果，進入全球品牌
百強的中國品牌，僅華為一家，尚有很大
空間可以發揮。事實上，近年不少中國品
牌努力走向國際，其中1980年代縱橫世
界體壇的「體操王子」李寧，其同名品牌
的運動產品曾成為巴黎時裝周一個讓人無
法忽視的品牌，被海外青年視為時尚。在
新疆棉花事件中，內地網民撐新疆棉花，
國產品牌李寧拒入良好棉花聯盟、安踏旗
下FILA宣布退出，股價上升。

「雙循環」升級換代
中國品牌要加強推廣，積極發揮市場主

導、企業主體作用，配合內外「雙循環」
政策。中國可借鑑韓國經驗，在稅收優惠
等政策上支持國產品牌，加速國產品牌消

費，推動升級換代。
同時，中國品牌要加快建

立一套全球公認、科學公正
的品牌評價發布制度，正確引導品牌發
展，妥善保護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香港
擅長之處，擁有完善的社會基礎和法律制
度，歷史悠久，也具國際水平，司法和執
法甚有系統，若能以此配合國家所需，將
大有可為。

當年，中國人自力更生，在全球封鎖中
造出了「兩彈一星」；今天，也能夠靠自
己力量，造出高精尖的創新枓技品牌，趕
上和走進世界最先進行列。最近幾年，面
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制裁壓力，不單沒
有打擊到中國邁步發展的進程，而且堅定
了打造中國品牌的決心和意志。加強打造
中國品牌，既是為了抵禦美國及其盟友的
制裁，更是讓國家通過科技創新發展，走
向自強。

打造中國品牌 挺身自強
邱偉銘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一直以來，港人都非常希望通關，恢復
往常來往內地的自由。為此，內地亦有相
關的回應，近期廣州、深圳、珠海等口岸
城市，加快了接種疫苗的步伐，內地港人
亦可憑着居住證和工作證在當地接種疫
苗，一切待遇均以國民待遇為參考。像我
們這些港人在深圳的公司，都被街道辦的
社區醫院通知定點接種疫苗，已有半數同
事接種，這絕對是好事。

據有關統計報告所了解，內地已經超過

一億人接種，相關步伐會加快，接種不收
任何費用，如產生任何風險事故，會得到
相應賠償。

香港在這一年多以來經歷過四波抗疫，
總體來說成果還是要鞏固，特別是必須拿
出恒常的心，去面對疫情所帶來的挑戰。
不能一有好轉就鬆，情況一嚴峻就嚴，必
須拿出一套長期有效的健康政策，除了接
種疫苗、健康碼、保持距離、戴口罩外，
還必須在公共衞生方面多做工作，同時在

政策釐定時，宜緊不宜鬆，鬆很簡單，但
緊則不易。

疫情不是一時半刻可解決，所以我們
必須要有與疫情長期抗爭的心理準備。
對於集中式爆發的兩三個疫情輸入國家
居民，建議可緩一緩、停一停相互的往
來，待對方國家疫情稍為好轉再開通。
否則拿我們大量醫療資源去治療別國染
疫國民，對香港來說並不見得是一件好
事。

防疫應宜緊 疫後展新天
黃鵬 菁英會執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