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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民进党当
局和绿营分子为“以疫谋独”，一再对大陆抹
黑造谣，处处玩弄“双重标准”，恶劣行径令
人不齿。最近，他们又上演了一出把造谣中
伤硬拗成“善意提醒”的把戏。

据台媒报道，台湾陈姓网民因此前在
网络留言，称大陆商品极可能带有新冠肺
炎病毒，被警方认定为散布谣言，依相关
条例移送法办。但法院审理认为，该留言
用意是“提醒避免病毒散播，不是故意散
布谣言”，裁定不罚。消息一出，岛内网友
留言讽刺说：“当心中有政治，法律就是个
屎。”有网民戏谑地说，陈姓男子的留言符
合民进党“反中”政策，被法院裁定为

“善意提醒”不足为奇。
抓造谣者、打假新闻是民进党当局天

天挂在嘴边的口号，尤其是 2018 年底“九
合一”选举失利后，民进党当局更是把

“假消息四处散布”作为失败的重要原因。
近两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动用公权力打

击所谓的“假消息”，让台湾社会噤若寒
蝉，陷入“绿色恐怖”。

可是，“大陆商品可能带新冠病毒”摆
明了是谣言，却要被说成是“善意提醒”；
有民进党高官引用未经证实的百科网站数
据抹黑大陆抗疫成果，公然造谣的行径却
无人约束；岛内绿营豢养的网军对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持续进行人身攻击、谩
骂，民进党当局各部门沆瀣一气，忙着矢
口否认，还要谭德塞道歉。

为何坐实的谣言没人管，岛内有关部门
反而为之保驾护航？原因在于，它们的散播
有利于维护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私利。而当相
关言论不利于民进党当局执政和“台独”

立场时，问罪和霸凌就不期而至了。
不信且看：近期台湾媒体人黄智贤针

对民进党当局和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的防疫政策提出看法，认为
有关部门隐瞒社区传染的情况，结果台警
务人员“飞速”将黄智贤函送新北地检署
侦办；有人批评台外事部门忽视岛内口罩
数量不足的情况、执意对外“豪捐”口
罩，就被台当局定性为“未经证实的假新
闻”，还让检调介入调查。去年底，因曾在
脸书评论台北故宫南院有关事宜，台湾大
学政治系教授苏宏达遭警务人员登门拜
访，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提讯。这
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坦白讲，要说造“假新闻”，谁也比不
过民进党。想当年国民党籍的吴敦义和民
进党籍的谢长廷角逐高雄市长时，谢长廷
阵营靠公布所谓吴敦义绯闻录音带赢得选
举，后来事实证明，该录音带系造假。而
后国民党籍的黄俊英和民进党籍的陈菊角
逐高雄市长，陈菊阵营选前公布录影带诬
陷黄俊英“贿选”，再次不光彩地赢了“选
举”。不少民进党籍政治人物长期满嘴跑火
车，不知制造了多少假新闻。

可是，如今民进党掌握着行政、立
法、司法、监察等机构，修改了特定法律
条文，外加联合绿色媒体、绿营网军，加
强了对台湾舆论的掌控力度。凡是称赞中

国大陆的言论，凡是批评民进党当局的言
论，绿色阵营都可以把它们当做谣言来批
斗，进而将说话者人肉、曝光，让绿色媒
体和网军对他们大肆围攻。凡是有利于形
塑“亲美、抗中、保台”氛围的言论，制
造“绿色气氛”的言论，他们都会开绿
灯，称之为“保障言论自由”。反正“一朝
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究竟是不是假新
闻、是不是谣言，还不是民进党当局一句
话的事情？若有人敢加以质疑，就给他被
扣上“舔中卖台”的帽子。

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进党当
局假“言论自由”之名，行招摇撞骗之
实，还要把异己之声全部打成“谣言”，肆
无忌惮地欺世盗名，终究要自吞苦果。

民进党纵容网军抹黑大陆，可耻！
柴逸扉

日 月 谈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杜康
镇石狮小学把动作豪迈粗犷、
刚劲奔放的安塞腰鼓引进校
园，通过传统文化进校园、大
课间展演等形式，令其在校园
中得到了广泛传承。图为5月
21 日，石狮小学的学生在练
习安塞腰鼓。

牛 纲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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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欢） 香港金融学院辖下香港货币及
金融研究中心 5月 20日发表题为“香港银行业金融科技采用和
创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香港 86%的银行已经或计划将金
融科技方案应用于各类金融服务。

香港金融学院成立于 2019 年 6 月，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香
港证监会、香港保监局、香港强积金计划管理局合作创立。此
次发布的报告以面向业界所作的调查为基础，评估香港银行业
应用金融科技的现状，并了解银行业对于未来10年金融科技发
展前景的看法。

金管局高级助理总裁刘应彬表示，调查结果令人鼓舞，香
港 86%的银行已经或计划将金融科技方案应用于各类金融服
务。银行界认为金融科技在当前以至未来5年为业务带来的机遇
多于威胁，其中以风险管理服务机遇最大，当银行更广泛应用
金融科技，成本效益将提升，盈利也会改善。

调查结果还显示，展望未来10年，银行界有信心利用科技
优化业务模式，保持核心银行服务不会被新的竞争对手淘汰。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魏蒙） 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局 5 月
20 日发布的数据表明，今年 1 至 4 月，该区新增澳资企业 303
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倍多；注册资本11.58亿美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5.85倍。新增澳资企业占同期全区新增外资企业总数
的72.8%。

为吸引澳门企业来横琴投资，珠海市横琴新区已多渠道向
澳门企业免费提供集中办公区域。这类企业可免费使用集中办
公区域，无违规失信记录即可无条件申请续期。

对澳门企业，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局实行绿色通道制度。
当地设立澳门资金投资企业专办窗口，进一步简化企业登记手
续，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横琴新区投资设立企业时享
受国民待遇，可提交来往内地通行证作为其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为进一步便利企业登记，通过与澳门粤澳工商联会及有关
银行、澳门贸促局等合作建立的商事登记导办服务体系，横琴
工商局已将商事登记服务延伸至澳门。

截至 4 月底，珠海市横琴新区已实有澳门投资企业 2522
家，注册资本 （金） 达 139.44 亿美元。为了服务好这些企业，
在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澳门产业多元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服
务基地等对澳门合作园区，横琴工商局已设立市场监管协调服
务处，以便就近为园区企业提供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服务。

横琴澳资企业增长迅速

调查显示

香港86%银行已经或计划应用金融科技

本报香港5月21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邮政宣布 21 日起发行以

“香港馆藏选粹——至乐楼藏品选”
为题的特别邮票，展示张大千、唐寅、
石涛等书画名家的5幅山水作品。

此次用以设计邮品的画作均为
中国画坛独一无二的瑰宝，广为后
世传颂。一套六枚邮票及小型张分
别展现张大千 《泼彩山水》、唐寅

《桃花庵》、石涛 《写黄研旅诗意
册》、陆治《采芝图》及陈宇《山水
人物杂册》。

其中，张大千于 1966年所绘的
《泼彩山水》另以棉质纸张印制，更
彰显其成熟的画作风格和淋漓尽致
的绘画境界。唐寅的 《桃花庵》 则
以 3 枚邮票拼凑而成，画作秀润流
丽，独树一帜。

至乐楼藏中国书画是已故慈善家、收藏家何耀光的私人珍
藏，包括宋代至近代的藏品，以明、清两代各流派的作品最为
丰富，反映出不同时期和地区的艺术特色。何耀光逝世后，家
人将总计355件藏品捐赠予香港艺术馆。

香港邮政发售名家山水作品邮票

图为10元邮票小型张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成欣）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1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政府已告知国会可
能将向台湾出售总价值 1.8 亿美元的先进鱼雷。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
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根据大会议程，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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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从国家层面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
作，是应当行使的权力和应当履行的责任，尤其在
当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威胁和严重
损害的形势下，更具有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
但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众所周知，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
提，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关乎国民根本利益。在当
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家安全立法都是国家立法
权力，属于中央事权。中央政府对所属地方行政区
域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也享有和行使
一切必要权力，这是基本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原则，
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主权的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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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
况和需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构建有关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不但是对国家负责，亦是
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负责，具有无可
置疑的正当性、合法性。

香港的现实情况有目共睹，去年发生的修例风
波不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侵蚀法治基石，而且突
显出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巨大风险。在

这场至今未平息的风波中，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
“香港独立”，侮辱和焚烧国旗，污损国徽，冲击中
央驻港机构，甚至叫嚣“武装建国”“广场立宪”，

“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活动公开化且有
滋长之势；同时，激进分子的暴力违法不断升级，
已发展到使用枪械、爆炸装置甚至进行炭疽恐吓的
严重程度，攻击对象从警察到平民，其性质已带有
本土恐怖主义色彩。

更深入观察可见，风波背后是香港内外敌对势
力的勾连合谋。长期以来，香港反对派一直企图夺
取香港管治权，并勾结外部势力对内地进行各种分
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外部势力原本通过代
理人遮遮掩掩插手香港事务，如今直接走上前台，
公然为反中乱港势力和暴乱分子撑腰，向中国政府
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压，还抛出所谓“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进一步升级干预。此外，“台独”与“港
独”势力勾连合流也动作不断。

事实已经表明，香港已成为外部势力阻碍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主打牌”、对内地进行颠覆
破坏活动的桥头堡和实施“颜色革命”的突破口。
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已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现实危
害，对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现实威胁，不
能不给予高度重视和警惕，不能不果断采取有力措
施进行反制。可以看到，修例风波还突显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
和执行机制缺失。一方面，香港现行法律中与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有关的规定，因种种原因长期处
于“休眠”状态，难以有效执行，而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设置、力量配备、执法权力
配置等也存在明显“短板”，这些情况导致香港在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处于“不设防”状态，不能有效
震慑、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同
时，反对派刻意将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市民权利自
由相对立，通过污名化、妖魔化一再阻挠、延宕基
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面
临的国家安全局势和迟迟未能完成国家安全有关立
法的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赋予的权
力，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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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与宪法和基
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将有力解决香港在维
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出问题，筑牢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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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强现实针对
性，也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有利于更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险，有利于维护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有利于保护香港最广
大市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有利于更好保障香港
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有利于维护香
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这是“一国两制”实
践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5月 21 日电 （记者刘欢、周文
其、刘明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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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议案。多名香港代表委员 21 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
制”的核心要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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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香港对
国家的宪制责任，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
要，将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法律保障，
对此坚决支持。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代表认为，去年持
续的暴力事件严重威胁“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香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勾结，很明显是在搞

“颜色革命”。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和法律真

空非常明显，堵住这个漏洞非常急迫。此次会议要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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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说明国家有坚定的决心去维护国家
安全，期待有关制度和机制尽快出台。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代表表示，全力支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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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些人受到外部反华势力的怂恿、
煽动甚至收买后，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伤害自己的民族、国家，威胁七百万香港市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这种行为放在任何国家都属叛国行
为。当前香港市民最大的期望是尽快制止一切违法
的“黑暴”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一国两
制”，重新将香港纳入向前发展的正轨。

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代表指出，“港

独”势力鼓动、邀请甚至参与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
务，破坏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挑战“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香港正成为外部势力挑战破坏国
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缺口。为了确保“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建立并完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及执行机制，刻不容缓。只有这样，香港
才能以国家作为坚强后盾，处理解决紧急重大事
件，发挥自身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发展，确保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黄楚标和黄英豪都关注香港
的青年问题，指出现在“港独”思想渗透进学校，
很多年轻人被一些歪理邪说洗脑，受到煽动，做出
违法犯罪行为，这对于国家安全是现实威胁。有关
制度和机制若能出台，将为香港补上维护国家安全
方面的“短板”，对维持香港长远繁荣稳定、推动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法律保障
——香港代表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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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