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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9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 24日就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作出依法禁止“香港民
族党”运作的命令刊登宪报一事，采访了中央政
府驻港联络办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
土。香港基本法第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十二条规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
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
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七一”视察香港时发
表的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
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
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
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该负责人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香港社会极
少数人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成立非法组
织，宣扬“香港独立”等严重违反宪法和基本法
的主张，从事妄图分裂国家的活动。必须指出，
在中国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何分裂国
家的活动都是绝不能容许的，包括 700 多万香港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港独”必定是零
容忍。

该负责人强调，“香港民族党”公然主张和宣
扬“港独”，有组织、有预谋地从事意图分裂国家
的活动，已经严重违反宪法、基本法和香港本地
法律。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法治，
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履行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发表谈话

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法治

本报香港9月24日电（记者张庆波） 香
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24日宣布，决
定根据 《社团条例》 赋予保安局局长的权力
作出命令，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及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
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此命令已
于同日在香港宪报刊登，即时生效，“香港民
族党”从此为一个非法社团。

7 月 17 日，李家超收到警方助理社团事
务主任的报告，建议其行使 《社团条例》 相
关条款，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运
作。之后，李家超发信给“香港民族党”，给
予其 3 个星期的申述期，并考虑“香港民族
党”召集人及发言人的代表律师要求延期的
诉求，又三度延长申述期至 8 个星期，最终
于24日发出此禁止令。

李家超在会见记者时说，“香港民族
党”于2016年3月28日成立，其公开纲领严
重违反香港基本法。该组织成立两年多以
来，一直采取实质行动并按计划逐步实现其

纲领，包括申请注册成立公司，将违法纲领
写进公司组织章程；其召集人报名参加立法
会选举，争取资源和海外支持以及扩大宣传
平台；通过报刊、电台、网上渠道作出宣
传 ， 针 对 年 轻 人 开 展 “ 中 学 政 治 启 蒙 计
划”，及摆设街站、筹集资金、招募会员、
出版刊物；多次到海外联系外地组织寻求合
作和支援，向本地及外国记者演讲、去信外
国政府宣扬“港独立场”等。“香港民族
党”的纲领和目的、计划和行为，明显危害
国家安全。

他表示，“香港民族党”曾经多次公开表
示，会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以
至武装革命、渗透社会各界等争取“港独”，
甚至呼吁其支持者使用武力。这些言行威胁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已不只是政治口号，
其宣扬仇恨和歧视的行为，也已威胁他人权
利和自由。

李家超强调，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
党”运作，是谨慎全面的决定，既考虑了

《社团条例》的条文，也充分考虑了香港基本
法所涵盖的权利，《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适
用于香港的其他法律规定，是基于维护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障他人权利
和自由的需要。

他重申，香港市民享有结社和言论自
由，但这些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必须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

“香港民族党”被禁止运作，涉及非法社
团的罪行对其即时适用。李家超进一步强
调，管理或协助管理非法社团，以非法社团
成员身份行事；参加非法社团的集会，向非
法社团付款或给予援助；明知而容许非法社
团利用其地方举行集会，诱使或邀请他人成
为非法社团的成员，为非法社团牟取社团费
或援助等，均属犯罪。一旦触犯，将获得包
括罚款、监禁两年至三年的刑罚。

“香港民族党”的“港独”行径，此前已
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普遍谴责。特区政府将
禁止其运作的命令刊宪后，社会各界一致表

达欢迎和支持。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特区政府的命

令发出了严厉讯息，香港不容“播独”，不能
成为危害国家的平台。

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保安局局长依
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三次延长其申
述期，体现了程序公义。而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民族党”无收敛，继续在社交媒体及相
关场合大放厥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禁止其
宣扬“港独”的行为。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容永祺表示全力支持
特区政府的决定。他说，基本法第一条明确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可分离的部分”，而“香港民族党”在不同场
合、以不同方式、用各种言行宣扬、推动

“港独”，属严重违法。禁止其继续运作，是
必要、及时、有力的举措。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志源表示，任何鼓
吹、推动“港独”的言行，都违反基本法、
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地位、违反香港社

会和市民大众利益、违反国家利益，必须坚
决反对。保安局局长按照法律规定、相关法
定程序及所赋予的法定权力，刊宪禁止“香
港民族党”运作，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维护
香港社会和市民大众利益，他完全支持李家
超的决定。

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鸣认为，禁
止“香港民族党”运作，让相关问题进一步
廓清，向社会传递了一条清晰的讯息，宣扬

“港独”不属言论自由范畴，而是触及了国家
和香港法律的底线，“港独”在香港没有市
场。

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发表声明指出，“一
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维护国家
安全更是关乎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根本问
题。面对“港独”组织和行为，绝不能置若
罔闻、姑息纵容。坚决支持特区政府继续以
合宪、合法的方式，依法取缔其他持有相同
理念及主张的组织，维护香港法治精神和法
治体系。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香港社会各界表示欢迎和支持

本报北京9月24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24
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政府宪报刊登禁止“香港民族
党”运作的命令一事发表谈话，表明对“港独”组织及其活
动“零容忍”的立场和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取
缔“香港民族党”的态度。

该发言人表示，“香港民族党”是未经注册的非法社团，
也是“港独”组织，其所谓党纲和公开发表的言论都鼓吹

“港独”主张，并发展成员，筹措经费，勾结外部势力，利用
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地从事分裂国家的
活动，已严重违反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现行有关法
律，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损害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香港各界人士的根本利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有关法律和法定程序作出禁止“香
港民族党”运作的决定，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法治的应有

之举，完全必要，我们坚决支持。
该发言人重申，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

惩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任何宣扬“港独”主张、从
事分裂国家活动的组织，无论其规模、影响大小，是否采取
暴力或武力方式，其活动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都是十分严
重的，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此必须采取“零容忍”
的态度。

该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也是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宪制责任。我们相信香港社
会各界人士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一定会明辨
是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港独”活动，坚持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

对“港独”组织及其活动零容忍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

对“港独”组织及其活动零容忍

新华社香港9月24日电（记者朱宇
轩）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23日正式投入运
营，标志着香港正式接入国家高铁网
络。香港主要媒体 24日盛赞高铁香港段
顺利通车，舆论和各界人士认为，高铁
香港段正式开通运营，将加速粤港澳大
湾区内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互联互
通，增强香港和内地的联系，为香港社
会注入新活力。

连日来，香港主要媒体对高铁香港
段通车十分关注，多家媒体在头版头条
等主要版面对高铁香港段通车盛况进行
报道，并以图文、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展
现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内设施和搭乘高铁
乘客的喜悦。

香港 《大公报》 社评指出，香港迈
入“高铁时代”，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到内地
学习、生活和发展，高铁香港段开通运
营使他们往来内地更加方便。随着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以及国家对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的重视，香港青年
北上将会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香港 《文汇报》 社评认为，高铁香
港段正式开通运营，为香港经济发展添
加活力与动能。高铁香港段接通全国高
铁网络，令香港与珠三角、长三角及首
都经济带这国家三大经济圈紧密连接，
有利于促进香港经贸、旅游与专业服务
等行业可持续发展。

《香港商报》时评表示，高铁香港段
拉近了香港与内地的时空距离，大大拓
展了两地“一小时生活圈”的范围，有利于
香港发挥金融、经贸、专业服务与基础科
研等的优势，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星岛日报》社论表示，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巩固了香港
枢纽的地位。海、陆、空三者结合，不仅进一步融合香港与内
地，有利于两地商务、旅游、社会文化交流，还方便世界各地
人士来香港转高铁快速到达内地，令“一程多站”商务往来与
旅游更为快捷便利。

《香港经济日报》 发表文章表示，随着高铁香港段正式通
车，以及港珠澳大桥即将开通，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更完
善，大大缩短香港与内地的时空差距，不仅有助于吸引广东省
外游客来港，还能成为海外游客进入内地游玩的新契机。

英文 《南华早报》 社论表示，高铁香港段将香港和内地 44
个站点连接，为香港发展开启新篇章，希望香港充分发挥高铁
最大效益，使高铁香港段成为香港的新标志。

高铁香港段正式投入运营，香港最大政治团体民主建港协
进联盟主席李慧琼感慨万分。李慧琼表示，她积极参与高铁从构
思到通车全过程，期望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不仅为往来香港乘客
带来更大的便捷，更为香港市民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及生活空间。

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一地两检”通关流程使乘
客过关十分便捷，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内香港及内地的工作人员
都非常友善，“动感号”列车座位宽敞、舒适，便利又快捷。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可以借助高铁的便利，为粤港澳大湾区
提供金融、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人才，让香港成为大湾区对
接国际的窗口，协助区内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市场。

香港旅游业议会名誉顾问胡兆英表示，高铁整体安排理
想，“一地两检”通关方式流程畅顺，西九龙站内配套设施齐
全，为乘客过关提供了详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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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上午 7时 30分，浙江玉环
大麦屿港，迎着朝阳，“中远之星”滚
装轮缓缓驶入港湾、在码头停靠。不一
会儿，船上挂起了满旗，向玉环、向即
将离船的乘客致敬。因为这一天既是
2018 浙江·台湾周玉环专题活动的开幕
日，也是中秋佳节到来前的一趟航程。

在下船的乘客中，有这样一群特殊
的台胞：他们神采奕奕，着装正式，通
关后在出口立马坐上汽车，前往专题活
动的会场。这一天，他们同数百位两岸
各界的代表们一起，共同为玉环和台湾
两地的交流合作出谋划策，参与行动。

寻商机促合作

“我的企业是生产阀门的，产品通
常要和管道配套使用。这次来玉环，我
找 到 了 生 产 管 道 的 合 作 方 ， 非 常 开
心。”台商田正超是艾迪西流体控制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接受记者采访时，他
刚刚完成和合作伙伴的签约，一脸兴奋
地走出会场。“希望双方能够强强联
合，共同扩大市场份额。”

作为本次专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玉环和台湾双方的项目合作签约仪
式备受关注。双方签约的企业涉及工业
配件制造、农业开发、生物医药等多个
领域，有利于实现两地产业的优势互
补。同时，台湾企业也希望依托玉环对
台直航航线的“黄金水道”，让产品更
方便地进军大陆，乃至搭上“中欧班
列”（例如“义新欧”线） 进入“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除了前来签约的台湾企业有所收
获，其他的台胞、台商在参会考察过程
中也都感受到满满的商机。在亿工场跨
境电商产业园参访时，不少台胞都被那
里展示的各类汽车配件、阀门等产品所
惊讶，纷纷感叹玉环优质的制造业基
础，并表达了合作之意。

而在海峡两岸 （玉环） 跨境电商对
接推介活动中，玉环当地的花果山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徐顺林表示，玉环大麦
屿港与台湾基隆港仅相距 163海里，两
地物流运输快、体量大、成本低，希望
可以进口更多台湾热带水果，让玉环成

为辐射全浙江乃至华东地区的台湾水果
集散地。而月底通车的乐清湾跨海大
桥，将让玉环连接华东其它地区的交通
变得更便捷。

想台胞所想

商机无限让许多台胞看好到玉环投
资发展，但玉环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
相反，他们更加努力地满足台胞所需所
想，提供“妈妈式”的服务，让台胞们
的创业、就业、学习、生活更便利。

比如开幕式上，玉环方面向台胞赠送
“中远之星”船票、颁发中国建设银行台胞
专属银行卡；在亿工场跨境电商产业园的
服务大厅，现场工作人员向台胞们介绍了
入驻企业如何完成“一站式”服务的工商
注册、税务、法律咨询……

“台胞在玉环就业、创业，他们可
以按专业技术、职称享受一定的人才补
贴，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
的保障，每个月还可以获得两张船票用
于往返玉环和台湾。想家的时候，他们
在船上躺一晚就到了。”浙台 （玉环）

经贸合作区主任许敏表示。

佳节话团圆

“中秋，我在玉环海边遥望，你在阿
里山上……”伴着悠扬的琴声，朗诵者
缓缓出场，声情并茂地朗诵着诗歌。

当晚，由浙台 （玉环） 经贸合作
区、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办事处等共同承
办的浙台海上直航中秋行诗歌朗诵会在
大麦屿口岸举行。419 名两岸的旅客欢
聚一堂，共度美好的中秋佳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前夕能够
在玉环听到这些诗词，让我特别思念亲
人。其实两岸是没有距离的，而且我们
在古诗词方面，都是接受同样的文化熏
陶，这都是‘两岸一家亲’的缘故。”
台胞王朝艺这样表示。

最后，专题活动在歌曲《相亲相爱
一家人》 的合唱中落下帷幕。不远处，

“中远之星”正亮着五彩斑斓的灯光，
在黑暗的夜空下分外显眼。它整装待
发，准备带着返乡过中秋的台胞和赴台
的大陆游客驶向基隆港……

为台胞提供“妈妈式”服务
——2018浙江·台湾周玉环专题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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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 24日就瑞典电视台播出辱华节目一事回
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要
求瑞方有关责任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恶劣影
响。

有记者问，近日，瑞典电视台“瑞典新
闻”栏目播出含有辱华内容的节目，中方有
何回应？

耿爽说，9 月 21 日晚，瑞典电视台“瑞
典新闻”栏目播出辱华节目，恶意侮辱攻击
中国和中国人。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对中国和
其他族裔的歧视、偏见和挑衅，完全背离了
媒体职业道德。

“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和
驻瑞典使馆已经分别在北京和斯德哥尔摩向
瑞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要求瑞
典电视台有关责任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恶劣
影响，并保留就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瑞方须立即采取措施
消 除 恶 劣 影 响

第五届中国 （周村） 旗袍文化节近日在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景区开幕。来自山东省和宝岛台湾的30多支旗袍展演
队的近千名旗袍佳丽、旗袍爱好者展示了旗袍文化的魅力。 韩加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