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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
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
案”。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香
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全国人大对此予以强
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国家安全立法在世界各国均属中央事权。中央政府对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
大有关决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全是
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法律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利于坚决有效维护国家安
全，维护香港法治、止暴制乱，有利于保障香港居民依法
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有关法律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依
法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有力维护，将有利于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
是 《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在 《中英联
合声明》中宣示的对港方针政策均已纳入香港基本法，得到
全面有效实施，根本不存在中方违反“国际义务”的问题。

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及一些政客立即停止以任何方
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如果美方一意孤
行，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回应。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就美国
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发表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分别通
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
国全国政协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严厉谴责。

从去年“修例风波”以来，“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
分离势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实施触目惊心甚至具有恐怖
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
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没有任
何国家会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坐视不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针对
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
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惩治的是
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不仅不会影响香
港广大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香港
市民享有和行使法定的自由和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有利于促进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实施，有利于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有利于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得到了包括广大香港同
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美国国会炮制
出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关心的绝不是香港人民的“民

主”“自由”，而是妄图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
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的决心坚定不移。美国反华势力的图谋永远不会得逞。在中央的坚定支持和香港各界
的共同努力下，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的实施，
香港定将由乱入治，实现长治久安，“东方之珠”必将重放异彩，更加璀璨夺目。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针对所谓
“美国制裁香港”问题，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 2 日表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
涉。美方对香港单方面采取所谓的制裁
措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坚定不移反对任何
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继续研究出台
政策措施，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再创辉煌。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国务院 2020 年 7
月 2 日决定：任命区嘉宏为入境事务处
处长。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国务院 2020
年7月2日决定：任命陈国基为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众所期待的香港国安法，已于6月30日
在香港正式刊宪、开始施行。香港回归祖国
23 周年的大喜日子，也因此有了特别意义。
高兴激动的香港市民，在铜锣湾、中环、元
朗、屯门等地插满五星红旗和紫荆区旗，香
江红旗招展如画如卷。有市民说：“这才是
香港应有的样子。”

恢复秩序、变乱为治，这正是香港国安
法的力量。它展现了中央维护国家安全与坚
持“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是对“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的坚持与完善，有助更好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由宪法和
基本法共同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守
护香港居民的福祉。

过去一年多的“修例风波”，香港社会
饱受摧残，市民苦不堪言。有人因发表不同
政见而被毒打“私了”，有人因不愿同流合
污而被“黑暴”滋扰寻衅，有人因坚守爱国
爱港理念而惨遭店铺“装修”……越来越多
香港市民认清现实：“覆巢之下，焉有完
卵。”没有国家安全，香港就无稳定发展的
环境与空间，更何谈保障香港市民的人权、
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

正因此，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不仅不会影
响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更保障
了港人的根本福祉。依法惩治极少数卖国、

祸港、殃民的害群之马，对他们高悬利剑，
对干预香港事务的外部势力形成震慑，筑牢

“一国两制”底线，才能充分保护绝大多数
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所享有
的各种权利自由，也保障在香港的外国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香港告别动荡纷乱、
重回良性发展正轨的转机，是真正实现香港
市民和谐稳定、安居乐业的根本之法。

一些反中乱港分子为制造恐惧、煽惑人
心，疯狂炮制诸如“‘一国两制’已死”等
谣言。然而，谣言终归是谣言。恰恰与此相
反，香港国安法体现了“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生命力。可以明确地
说，香港国安法不会影响香港实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和特区的法律制度，不会侵犯香港居
民应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会破坏香港居
民原有生活方式。其所涉相关立法、执法和
司法行为，都会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
定程序，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和精神。

在立法过程中，中央充分照顾到香港的
高度自治和普通法传统，多次征询香港各界
人士意见，做到香港与内地两种法律体系的
合理衔接、有效兼容。在具体法律条文中，
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人员构成，还是国家安全相关案件的执法和
司法安排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央对香港特
区以及香港市民的高度尊重、信任和爱护，

反映中央坚定不移维护“一国两制”的决
心。反而是那些声称香港国安法会损害香港
市民权益的提法，不但是双重标准，更是严
重侵犯香港市民和平发展的权利。

这部法律刚开始施行，可能还会有一些
人抱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或观望心态。这是正
常的，时间和事实会证明一切。试想，真正
热爱香港的人，谁会出卖国家和香港利益，
去勾连外部势力图谋“武装建国”？真正遵
纪守法的人，谁会背着汽油弹上街肆意攻
击，破坏公物鼓动“揽炒”？香港国安法只
会让绝大多数港人心里更踏实，日子更安
宁，人权更有保障，未来一定会不断地显示
出它弥足珍贵的价值。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有
了香港国安法这部拨乱反正的安定之法，才
能让香港继续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才能守护好广大香港市民的家园和各国投资
者的发展热土，才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和
自由，才能为香港解决深层次问题、实现更
好更大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商务部回应所谓“美国制裁香港”问题商务部回应所谓“美国制裁香港”问题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处长

据新华社伦敦7月2日电 （记者梁
希之、桂涛）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2 日
发布的消息，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 1 日
会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麦克唐纳，坚
决驳回英方就香港国安法对中方的无端
指责，并就英方错误言行阐明中方严正
立场。

刘晓明指出，英方近来就香港国安
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中英建交
联合公报所确定的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重要原则，中方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刘晓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
中央事权，香港国安法及时必要、合情
合理；国安法是香港恢复秩序、由乱及
治的治本之策，彰显了“一国两制”的

内在要求，有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国安法规管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四种犯罪行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保
护的是绝大多数，将使香港变得更安
全、更美好、更繁荣，将使香港民众在安
全环境里更好地依法行使权利和自由。

刘晓明强调，《中英联合声明》 的
核心要义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中英
联合声明》 没有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
条款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后对香港承担
任何责任。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
权、无治权、无监督权。香港是中国的
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
促英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

中国驻英大使就香港国安法向英方阐明严正立场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这才是香港应有的样子”
■ 汪灵犀

连日来，香港主要政治团体、社团、各界
人士和市民纷纷发表声明、谈话或接受采访，
表示拥护和支持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指
出这部法律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有力
加固和完善，将令香港重回正轨、重新出发。

利好消息如同夏日艳阳，洒入香港千家万
户。爱国爱港的广大市民，对香港由乱入治的
信心大增。

政团社团：新法律具有震慑力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发表声明表示，香港不
能再乱，香港不能不设防，香港国安法的出台
正逢其时。这是一部充分尊重“一国”原则、
体现“两制”差异的法律，用一句话概括：香
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的“守护法”。

香港工联会发表声明，认为法律内容表述
严谨、周密、准确，制度安排和执行机制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符合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

新民党发表声明表示，相信新法律具有震
慑力，能达到阻吓效果，遏止各种危害国家安
全的非法活动。

港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
协委员发表声明，全力支持和坚决拥护香港国
安法，指出这是一部符合香港市民根本利益、
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法律。

全港各区工商联、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
会等团体在声明中指出，有国才有家，国安才
港安，坚信在国安法的守护下，香港一定能拨
乱反正，迎来更好的明天。

香港警务处警司协会等警界团体发表联合
声明，全力支持香港国安法在港实施，相信新法
律必能匡正时弊，进一步保障香港的发展前景。

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
工业总会、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发表声明，认
为香港国安法除了可以有效阻吓敌对势力对香
港事务的干预外，有助于稳定香港局面，亦带来
稳定的营商环境，增强本地和海外投资者信心。

香港佛教联合会、道教联合会、中华回教
博爱社等多个宗教团体发表声明，支持拥护香
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

香港 8 所政府资助大学的校董会主席发表
声明，期望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可为香港长达
1年多的社会动荡画上句号。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在声明中指出，这部
法律用清晰的语言写出有关罪行的定义、具体
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刑罚规定、效力范围
等，让市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了更清晰
的预期。只要不触碰法律的底线，市民可以依
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各界人士：有利香港长治久安

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
7月1日在香港各界庆回归系列活动启动礼

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致辞时表示，香港国
安法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有力加固和完
善，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来说是高悬的利
剑，而对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包括在香港的外国
人，就是保障权利自由和安宁生活的“守护神”。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会见传媒时表示，
国安立法有助确保香港社会稳定，以及进一步
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首席主席余国春对记者
说，香港国安法彰显了民心，顺应了民意。“对
乱港势力而言，是天罗地网；对普通市民来
说，则是安全屏障。”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希望香港市民细阅条
文，“用平常心去想一想，国安法可以如何对止
暴制乱和行稳致远起积极作用。”

香港立法会议员柯创盛表示，这部法律能
够有效打击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有利于香港的
长治久安。他呼吁“乱港派”回头是岸，希望
反对派不要再煽动年轻人违法。

多位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香港国安法法
律条文清晰规范，充分兼顾内地与香港法律制
度的差异，不会损害香港现有的法律制度。立
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呼吁，
应切实做好这部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每
位市民都清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杜绝任何
伤害国家利益、伤害人民感情、伤害国家民族
尊严和国家安全的活动在香港出现。

市民大众：现在我们安心多了

国泰民安，是香港社会近一年来最深切的
渴求和期盼。香港国安法还香江一片晴空，市
民对未来信心增强了。

“安然笑看风云起，康衢深处是香江。”带
领团队创下资本市场奇迹的华泰金融控股 （香
港） 公司行政总裁王磊，特地给记者写来一首
诗表达胸臆。

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范鸿龄说，法律和秩
序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立法对香港有好
处，“如果不做，每个星期有人上街，扔汽油
弹，社会一定散掉了！”

香港国安法生效实施，正逢回归23周年纪
念日，在多个庆祝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不少人
露出了久违的欢颜。有大人牵小孩依着国旗合
影，有人开香槟庆祝……

在中环码头，记者与市民冯子敬交谈，他
在等船去南丫岛参加庆祝活动。他说，暴乱让
市民受尽苦头，去年7月1日暴徒攻占进入立法
会，多么疯狂！“我居港 30 多年，感觉香港还
是一方宝地，市民享尽两制的好处，大家真的
要珍惜！”

“好开心！”“现在我们安心多了！”码头上
其他市民向记者表示。他们风趣地说，一年前
出门担惊受怕，不敢大声说话，连走路都怕踩
着蚂蚁，哪敢像今天穿红T恤呀！

艺人马蹄露去年10月被黑衣暴徒打到头破
血流，但她没有退缩，一直支持警察执法。香
港国安法生效后，她发文表示：“全力支持这部
新法律在港落实！一般守法市民哪里会害怕国
安法？那些居心不良的政客和暴徒才会怕。”

香港专栏作家屈颖妍写道，“国家在港人最
痛苦最无助的一刻，伸手一拖，‘有国才有家’
这句话，我们终于用心体会到了。”

由全港15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发起的“香
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香港要再出发，需要
全社会放下争拗，团结一心，共同维护好香港
这个家，大联盟将不忘初心，与各界共同努
力，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一国两制”的“守护法”
——香港各界支持拥护香港国安法通过并施行

本报记者 连锦添

7 月 1 日，载有“贺国安立法”标语的船只从香港维多利亚港驶过。当日，
100多艘渔船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巡游，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渔船巡游贺立法

据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新闻处 2 日发布消息，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已于当日下
午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委员会秘书长。

对于陈国基的任命，林郑月娥表

示，陈国基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在
领导办公室的工作中表现出色，深信陈
国基有能力兼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领导秘书处支持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承
担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责。

陈国基宣誓就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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