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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5月23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坚
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作出的制度安
排，体现出中央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历史担当。

维护国家安全，中央负有最大

和最终责任

2019年，“修例风波”在香港骤然掀起，街头的火
光、黑衣暴徒的肆虐、刺眼的“港独”旗帜、内外势力的
勾结、港版“颜色革命”的魅影……在提醒涉港国家安
全立法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2019年 10月 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
短短一段话内涵深刻：“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对黑色暴恐愤恨不已的香港各界爱国爱港人士
备受鼓舞，他们纷纷作出回应，认为“修例风波”暴露
出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法律制度漏洞和执
行机制缺失，必须修复和弥补。

爱国爱港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对耽搁已久的国家
安全立法在香港落实最为关心。对于决定草案，多名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央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
和最终的责任。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不改
变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也并不因为这一规定而丧失在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应当行使的权力和应当履行的责任。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港区全国人
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进京前向记者介
绍，她向大会提交的建议就是要求全国人大直接将国
家安全法律引入香港。

陈曼琪说，尽管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授权香港特别
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但此
项授权并不影响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和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建立、完善和监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以及全面监督宪法及基本法在香港实
施的凌驾性权力。

针对香港和西方某些人称，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
施需要香港立法会和香港特区政府“批准”的说法，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说，这些
说法要么没看懂基本法，要么是故意混淆。基本法第
十八条第三款清清楚楚写的是“征询”，也就是征求意
见，不是必须征得“批准”。

补安全短板，全国人大决定有

充分的宪法法律依据

2020年 4月 15日，尚在严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
紧张气氛中，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了。香
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有关香港要补上国家安全这块
短板、决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风险口的讲话，引
发不少香港人士的共鸣。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此次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就
是补短板的关键一环，有充分的宪法法律依据。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认为，决定草案是
全国人大根据宪法有关规定作出的，有充分的法律依
据，这是不言而喻的。
“基本法是基于我们国家宪法第三十一条衍生

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绝对有权力为香港
立法，这是单一制国家的一个特色。”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黄英豪律师说，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力也有责任根据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
制责任，包括制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构建有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员朱家健说，宪
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
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从根本上讲，全国人大
作出有关决定，也是以法律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
行的制度的一种方式。从立法实践看，全国人大的决

定有的承载立法功能，有的仅就单一的重大事项作出
决断，都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这次全国人大
作出有关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
定相关法律，就是依照宪法行使这一权力，具有坚实
的法律基础。

填补安全漏洞，全国人大有权

行使监督权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决定草案是对基本法实施
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
法的实施，有责任确保根据宪法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得
到全面准确贯彻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存在法律制度漏洞和执行机制缺失，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力有责任采取适当办法予以填补，
弥补有关缺失。
“香港现在已有叛国罪、煽动罪，也有间谍罪、窃

取官方机密罪，但其余如分裂国家、颠覆等罪行则未
有包含在内。”叶刘淑仪举例说，“近几个月来有人宣
布‘独立’、声称组织‘临时政府’；有些要求解散警队，
然后解散政府。那些行为其实是有推翻政府的色
彩。但现行法例没有颠覆、分裂国家罪，就难以处理
这些煽动、策划的行动。”

香港法律界人士强调，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以及全
国人大常委会下一步有关立法是从国家层面就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作出的制度安排，没有取代或废除基本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继续有效。”梁美

芬说，“香港特别行政区仍需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的立法责任。”

叶刘淑仪也认为，决定草案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的规定并行不悖，并没有取代、排斥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
全的宪制责任和法律义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仍然应当
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任务。

全国人大决定有充分宪法法律依据

据新华社香港5月23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宣布将建立健
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纳入会议议程后，一些国
家妄加评论、横加指责甚至语带威
胁。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 23日对
此予以严正批驳。

发言人说，近年来，特别是香港
发生修例风波以来，“港独”和激进分
离势力活动日益猖獗，暴力恐怖活动
不断升级，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与香
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合流、沆瀣一
气，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并利用香港
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严重
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对国家安
全构成现实威胁，必须依法予以防
范、制止和惩治。

发言人指出，此次全国人大决定
制定有关法律，针对的是那些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
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
事务的活动，不仅不会影响到香港居
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而
且会使香港广大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

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一国
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特区高度自治
不会变，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利益将
继续依法得到保护。

发言人重申，维护国家安全是行
使一国主权，是所有国家的正当权利，
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权力。一
些国家一边自己言必称“国家安全”，
一边无理取闹阻挠破坏中国维护主权
安全的努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强
盗逻辑。我们正告那些政客，你们处
心积虑以反中乱港分子为“马前卒”、
以香港为“桥头堡”对中国进行分裂、
颠覆、渗透、破坏，侵害中国主权和安
全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

发言人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中国
主权，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正确看待中方
维护国家安全、推动香港重回正轨的
正义举措，支持中方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努力，与包括香港居民
在内的中国人民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
稳定。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

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中国主权安全、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工商界日前表示，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有助于稳定香港的营商环
境，增强投资者信心，对香港的长远发展

至关重要。
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

合会、香港工业总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
等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

长蔡冠深指出，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维护国家安全是必须履行的
宪制责任，关乎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
香港回归已近23年，配合推动国家安全
立法刻不容缓。国家主权和安全不容威
胁，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国家安全立法
针对的是颠覆国家等严重罪行，不会影
响港资以及任何外资在港的正常商业营
运，更不会影响市民的人权和言论自由。

（据新华社香港5月23日电）

香港工商界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的 法 律 制 度 和 执 行 机 制

近来，美国一些政客借抗疫之名，谋选

战上位的私利。其歇斯底里、难掩滑稽的表

演和近乎疯狂的病态，让世界人民更加看清

了这间藏污纳垢的“纸牌屋”里的丑陋面目。

谎言连篇，赤裸裸不要遮羞布。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至今，美国一些政客不思抗

疫之事，无视自身失职，一直躲在阴暗的

“纸牌屋”里，写“剧本”、造“谎言”、引“风

向”，肆意抹黑攻击中国。那份长达57页的

备忘录，竟然建议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极

攻击中国来应对疫情危机，被众多美国网

民嘲讽为“谎言红皮书”，也证明那些披着

伪善面纱、满嘴博爱人道的政客，已经赤裸

裸不要任何遮羞布了。

双标成瘾，“文明灯塔”灯下黑。疫情发

生以来，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取得了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不但保护

了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也第一时间对

外分享疫情信息、开展抗疫合作，为各国抗

疫争取了宝贵时间，得到许多国家及其人民

的高度肯定和真挚感谢。然而对于这一切，

美国一些政客再次“选择性失明”，一次次开

启“双标”模式，企图转移视线、模糊焦点，甚

至指鹿为马、混淆视听。

臆想发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和

人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各国人民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同行。然而，美国

一些政客却总是以恶意揣测中国，一边戴着

中国制造的口罩，一边又给中国的援助行动

打上“乘人之危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恶

意标签。如此行径，已经突破起码的人类文

明和道德底线。

一家美国媒体感叹：“新冠病毒并未破

坏美国，它只是揭开了已经坏掉的东西。”追

根溯源，那些在冷战时期就已埋下的病根，

随着一些仍抱着冷战思维、零和观念的政客

上台，又开始借尸还魂，疯狂发作，并且日益

祸害全球。

《圣经》里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曾标榜：“在我

的办公室案前，摆着一本打开的《圣经》，以

让它时时提醒我上帝、他的话语和真理。”就是这样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上任

之后却自己揭下了“美国优先”“美国伟大”的假面具：“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

偷窃……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蓬佩奥等政客

变本加厉，成为跳梁小丑般的“谎言批发商”。真相和道义对他们而言，已经弃若敝

屣、毫无价值。疫情中的人们也发现，那些惯于敷衍塞责，动辄煽动意识形态、种族

主义和民粹主义偏见的无良政客，标榜吹捧的所谓“优先”，实质是冷战思维优先、政

党选票优先和个人私利优先。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冷战思维早已腐朽过时，合作

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必须正视的是，随着美国大选等关键时间节点的临近，美

国一些政客的滑稽丑态和疯狂病态还会发作，射向中国的明枪暗箭不会停止。

对此，全世界秉持正义的人们必将予以坚决反制，中国政府和人民必将予以迎

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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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澳门5月23日电 （记
者胡瑶）澳门中联办发言人 23日表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草案）》，是维护国家安全
的重要举措，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的治本之策，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维
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对
香港繁荣稳定和香港同胞福祉的坚决
维护和最大关爱。

发言人强调，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
央事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受
到现实威胁和严重损害、特别行政区政

府无法自行完成立法的情况下，从国家
层面进行有关立法，主动填补法律漏
洞，既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并且具有
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法性。

发言人表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顺
利完成澳门基本法第23条立法，成立澳
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有
效落实，“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
显。我们相信，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将进一步坚定澳门维护国家安
全的信心和决心，推动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

澳门中联办发言人谈全国人大会议涉港议程

据新华社澳门5月23日电 （记
者王晨曦）针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澳
门特区政府 23日表示，坚决支持中央
决定，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国家安全是安
邦定国的基石，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保持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长期
繁荣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重要的保障
作用。因此，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
发展利益，是包括广大港澳居民在内的
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和应有责任。

澳门特区政府

坚决支持中央决定，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受访的内地群众
对此纷纷表示，这将有力打击损害国家主

权安全的恶行。他们期盼香港社会早日
恢复安宁，期待香港同胞和内地民众今后
继续携手并肩，在国家和香港的繁荣发展
中实现自身发展、共迎美好未来。
“我在网上看了会议的直播，这次

人大会议的涉港议程传递了非常明确
的信号，那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没
有任何可妥协、可商量的余地。”乾璐金
融控股集团创始人张鸿羽说。

四川省青联海外界别秘书长荣非曾

在港学习工作多年，川港两地青年交流
是他目前的工作重心之一。他表示，愿
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川港两地青年交流
工作，多举办一些两地青年喜闻乐见的
活动。“但是这必须建立在香港社会早日
恢复和平安宁的基础上。加强香港社会
尤其是香港年轻人的国家安全教育必要
且迫切，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
观有助于他们更好了解祖国，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进而实现自身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更好维护国家安全 共迎美好未来
—内地群众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审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
案）》。海外华侨华人高度关注，认
为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长

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是
对国家负责、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全体中国人民负责，其正当性、合
法性无可置疑。

英国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认
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赖

以生存的基础，必须确保“一国两
制”在香港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
会长何伟明认为，在香港目前形势
下，夯实法治根基势在必行、刻不
容缓。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是治本之举，通过完善
立法，能够有效遏制外来干涉，维
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
繁荣发展。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
副会长原毅认为，只有在安全稳定、
团结和谐的环境下，香港才有发展前
途，才不会演变成西方反华的桥头
堡。所以，坚强有力的立法和执法，
对于香港的未来必要且紧迫。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
—海外华侨华人坚决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上接第一版）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实践，我们更深
刻认识到，决不能走自由市场经济道
路，同时也决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
上去。

如何处理好市场同政府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目
的，就是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
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将是一个不断追
求、止于至善的过程。

谈国际保护主义思潮上升：

“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

国际保护主义，是这次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谈到的重要话题之一。

近段时间，多国出台法律法规对外
国企业投资增加限制。
“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

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
总书记话语坚定。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持多边主
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
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
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
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工作。

谈脱贫攻坚：

“让农民挑上‘金扁担’”

目前，全国还有 52 个贫困县未摘
帽，2707 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未全部脱贫。

谈到这些数据，习近平总书记不无
担忧：“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
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
头。”“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
“这也有我的一个情结在里面。”

习近平话音一顿，目光闪动，回忆起当
年的知青岁月：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饿

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什
么样的日子最好，具体目标是什么？”

老百姓当时给了习近平三个答案：
第一个目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
哪怕吃糠咽菜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吃
高粱米、玉米面等纯粮食；第三个目标，
当时是高不可攀——“想吃细粮就吃细
粮，还能经常吃肉”。如今，这些目标已
经一一实现。
“我说，你们再努一把力，大胆想想

还有什么更高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回
忆道，“他们的回答是——将来上山干活
就挑着金扁担呐！”

全场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我想，实际上这个目标也在实现

中。这个‘金扁担’，我就理解为农业
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
“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情结，一定
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
扶一把，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
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
这条路。”

谈粮食安全：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重农固本，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是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的问题。
“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

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
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
言简意深。

他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
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
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总的来
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
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但是，对保障粮食安全丝毫不能松
懈、丝毫不能含糊。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地端在自己的手上，饭碗里主要装中国
粮。”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新形势下，要着力解决农业发展
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重点从
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农业现代化
水平上发力，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生产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从强化“米袋子”
省长负责制，一直讲到压实“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我在福州当市领导的时
候，搞好‘菜篮子’是第一要务。福州
人叫‘三天不见青两眼冒金星’，要吃
鲜菜、青菜。你不能没有菜、更不能
菜价飞扬。现在的市长仍然要有这
个意识。”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张

晓松、邹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