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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趁毕业典礼时回台湾和
老师同学好好告别，这么单纯的要
求为什么民进党当局都不答应？”

“我们就是希望无辜的孩子们回到
台湾的父母身边。他们还小，要上
学。这样的要求过分了吗？”……质
朴的言语，反映了大陆学生渴望返
校、“小明”（岛内对陆配子女的称
呼）父母们渴望子女回台的心声。
但这些真诚的祈求，再一次被民进
党当局无情地回绝。

台有关方面抛出若干政策，公布
首批开放的境外生返台名单，其中却
没有陆生；他们开放了外籍劳工入
台，却依旧阻挡“小明”们的回家之
路；他们松绑了短期赴台商务活动的
规定，但大陆籍人士仍然不在此列。
可以说，相关政策处处可见“双标”痕
迹，逢陆必反，背离人性。

“反中”走火入魔

台当局教育主管部门 6 月 17
日表示，经过评估，台湾方面优
先开放 11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返
台，但人数众多的大陆学生仍被
排除在外。据台湾 《联合报》 报
道，本学期约有2.6万名境外学生
未能入境就学，其中陆生 7600
人，数量仅次于港澳生。陆生盼
台当局按各省疫情严重程度分批
开放，尤其以应届毕业生为优先。

“许多陆生的私人物品几乎都
在台湾，包括很多重要证件。部
分毕业手续也需要跟进处理。但
现在这一切都变得很棘手。”世新
大学的陆生小郑同学今年毕业，
她告诉记者，因为陆生仍旧不能
赴台，大家面对毕业前要处理的
学业及生活问题都很头痛，几乎
每一样都要拜托学校或同学帮
忙，更别说原来想着要参加一回
有“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了。

与此同时，“台湾滞陆孩童父
母自救会”日前也向台当局行政管
理机构和防疫主管部门陈情，呼吁
台当局重视“小明”们的受教权等
权益，尽快准许孩子们返回台湾。

“小明”父母们高喊“团聚权是基本
人权”“家人要团聚，一家要团聚”

等口号表达诉求。他们讲述起疫情
发生以来骨肉分离的场景更是声
泪俱下，令人动容。

但是，台防疫主管部门负责人
陈时中借口称，有关政策需观察大
陆的疫情变化后再讨论，完全无视
陆生和“小明”父母们的诉求。

“双标”自打嘴巴

针对陈时中以大陆当前的疫
情情况作阻挡陆生和“小明”们返
台的借口，岛内相关组织、人士和传
媒都看不下去，很多人指出了民进
党当局的“双标政策”。岛内舆论认
为，论疫情防控，大陆绝大部分省市
都处于低风险阶段，相反一些国家
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超过大陆。
但是台当局却对那些地方开放相
关人士入境，对大陆人士却仍严格
限制，显然在操弄“双重标准”。

《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台防
疫主管部门一方面说为防范疫情
扩散而禁止陆生返台，另一方面却
称台当局引进大批外籍劳工不会
造成疫情风险，要岛内民众无须过
度担心。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
么？这岂不讽刺而矛盾？！

中国国民党发文指出，台当
局开放境外生返台却独漏陆生的
做法，完全是“双重标准”，具有
歧视性。根据最近一周以来的疫
情数据，陆生来源的 8 省市中，
除北京外应全为低风险地区。台
当局理应根据大陆不同省份疫情
情况分批开放陆生返台。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奕华质
疑，现在台湾已经允许有台湾居
留证的外籍人士入境，但同样具
有居留证的两岸婚姻家庭的孩子
却不能入境，这种做法是不是存
在“双重标准”的嫌疑？她希望
台当局尽快让这些孩童入境，让
他们回到父母身边。

言行背离人性

针对在台湾就读的陆生返校
和两岸婚姻家庭子女返台问题，国
台办发言人表示，从疫情发生到现
在，民进党当局一直针对从大陆返
台的部分台胞、在台就读陆生和两
岸婚姻家庭子女刻意采取歧视性
措施，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正当权
益。“这种背离人道立场的政治操
弄，已经受到岛内公正舆论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抨击。”

台湾媒体人黄智贤在社交平台
上痛批，“小明”、陆生、大陆籍商务人
士不能赴台，这根本不是防疫需要，
这完全是“反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操弄在作祟。黄智贤质问负责岛内防
疫工作的民进党高官，除了拥有狰狞
的“台独”面孔，他还有人性吗？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快
让“小明”回家吧》指出，“小明”们
同样是“台湾之子”“台湾之女”。这
些孩子目前无法与父母团聚、也无
法就学。评论在文末呼吁，希望民
进党当局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小
明”的处境，“此亦人子也”，赶快给
他们放行吧！

暴徒四处堵路、纵火、打砸商店，
用玻璃瓶、砖头、雨伞等疯狂袭击市民
和警察，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对持不
同意见的律师和挺身清路障的女子拳脚
相加，极端残暴。今天我们说的不是美
国的民众抗议，而是香港的“黑暴”。

“修例风波”以来的一桩桩、一件件，历
历在目。反中乱港势力非法集结，人数
不多、烈度不小，他们在立法会搞“政
治揽炒”、在社会上闹“经济揽炒”、在
街头策动“暴力揽炒”，执意把香港逼往
绝路。

“黑暴”裹着“港独”汹汹来袭。历
经风波动荡，加之疫情冲击，香港的发
展已近冰点，经济民生受到严重损害，
上季 GDP下滑 8.9%创历史最低，消费者
信心指数也创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最低值。拿出这么一份有目共睹“成绩
单”，无非是妄想通过“玉石俱焚”的架
势裹挟市民、要挟特区政府，内外勾连
混淆国际视听，以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
的目的。

但看似“精明”的算盘，透着吃
“人血馒头”的自私和冷酷，注定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这一再挑衅香港是法治社
会这一基本共识，一再把香港的繁荣稳
定绑到自己的战车上，让市民备尝其恶
果。君不见，“黑暴”“揽炒”是香港社
会的政治病毒，是“一国两制”的大
敌。“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

可有些境外势力就是装作看不见。
香港的“黑暴”“揽炒”在美国某些政客
眼中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近期美国
境内不满种族歧视及“警暴”而起的骚
乱已经“遍地开花”，全美逾 140 个城市
爆发示威。相比香港警方的克制执法，
真正的“警暴”发生在美国。可美国政
客，一方面反对本国民众抗议引发的

“骚乱”，另一方面却铁心支持香港“黑
暴”，毫不遮掩自己的虚伪面孔。顽固守护
双重标准的真容，让所谓民主、自由的假
面破功，也让站出来为其洗地的反中乱港
分子进一步露出了狐狸尾巴。

反中乱港分子正是利用香港在国家安
全立法方面的漏洞，才肆无忌惮搞“港
独”“黑暴”“揽炒”。现实是最好的老师。
第一，让香江社会看清“谁人真心为香
港”。又是谁，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勾连
外部势力，连瞒带骗，绑架 750 万港人利
益。第二，止暴制乱，除了特区政府和警
方的作为，筑牢国家安全的堤坝才是治本
之策。“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完成国安
立法，装好“防盗门”，香港发展才可能走
上正轨。

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出手。全国人
大涉港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响起了经
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掌声，表达着坚决
维护国家安全的共同意志，体现着依法惩
治“港独”“黑暴”的强大民意。如今，对
发生在香港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危害
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到了厘定相应
的刑事责任的时候。

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在高高悬
起，一度猖狂的“盗贼们”将面对穷途末
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乱港祸港，必
受惩处。我们始终坚信，在香港国家安全
立法的制度加固下，作恶多端的“港独”
和“黑暴”分子必将受到严惩，饱受暴乱
之苦的广大市民生活必将重归安宁，香港
也必将迎来同祖国共同发展的更美好明天！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 （草案）》 已由委员长会议提
请 1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草

案是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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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
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制工
作委员会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关于

法律草案的说明。其中，草案对防
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
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了
明确规定。

新华社香港6月18日电 针对
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声明对涉港国安
立法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外交部
驻港公署发言人 18日表示，有关声
明混淆是非，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
中国内政，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国家安全是一国
头等大事。世界上无论是单一制国
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国安立法都属
于国家立法权力。七国集团成员应
该扪心自问，你们哪个国家没有自
己的国安立法？哪个国家不是由中
央政府为本国国安立法？哪个国家
的国安法没有在本国全部领土上适
用？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央出手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权
有责、合理合法、天经地义、不容
干预。

发言人强调，“一国两制”是一
项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是中华民
族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没有人
比中国更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没有人比中国政府和人民更关
心香港的繁荣稳定、更重视香港同
胞的福祉与权利。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本来就是“一国两
制”的核心要义。国家安全底线愈
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涉港国
安立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
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活动，保障的
是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安全和依法
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发言人表示，在立法过程中，

中央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通过多种渠
道和多种形式，广泛听取香港各界
意见。有关涉港国安立法的决定在
全国人大以近乎全票通过，短短 8
天内收到近 300 万香港市民签名支
持，充分说明立法得到了内地同胞
和广大香港市民的普遍支持，是大
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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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涉
港国安立法不容抹黑、不容干预、
不可阻挡。我们奉劝有关国家反躬
自省、摒弃“双标”，跳出意识形
态和集团政治的窠臼，停止徒劳的
干预。

香 江 观 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对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伍岳）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七国集团外长发
表联合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
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多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
个人都无权干预。”赵立坚说。

他说，中国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以

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旨在弥补
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
洞。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也是为
了确保“一国两制”方针行稳致远，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中方多次重申，《中
英联合声明》的核心是中国对香港恢
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香港特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
的宪制基础。

“中方推进涉港国安立法的决心
坚定不移。我奉劝有关方面好好地
学一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客观、公正看待涉港国安
立法，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及干涉中
国内政。”赵立坚说。

外交部：

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涉港联合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驻港公署驳斥七国集团外长声明：

涉港国安立法不容抹黑、不容干预、不可阻挡
外交部驻港公署驳斥七国集团外长声明：

涉港国安立法不容抹黑、不容干预、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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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陆生返校 阻挡“小明”回台

民进党当局“防疫双标”背离人性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拒绝陆生返校 阻挡“小明”回台

民进党当局“防疫双标”背离人性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金
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8 日应
询指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陆生和
两岸婚姻家庭的合理需求，尊重他
们希望返台就学、实现家庭团聚的
正当要求，尽快取消歧视性措施。

有记者问：日前，台有关方面

公布首批开放的境外生返台名单中
未包括在台湾就读的陆生，并继续
禁止陆配子女返台，对此有何评
论？朱凤莲作上述回应。

朱凤莲表示，关于在台湾就读的
陆生返校和两岸婚姻家庭子女返台
问题，我们多次强调，他们的权益应

当得到尊重和维护。从疫情发生到现
在，民进党当局一直针对从大陆返台
的部分台胞、在台就读陆生和两岸婚
姻家庭子女刻意采取歧视性措施，严
重损害了他们的正当权益。这种背离
人道立场的政治操弄，已经受到岛内
公正舆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抨击。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针对陆生和两岸婚姻家庭歧视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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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6月18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8日表
示，特区政府向市民派发现金的计
划涉及总额超过 700 亿港元，若市
民利用这些钱留港消费，他相信能
对香港经济有推动和刺激作用。

陈茂波当日下午与香港餐饮业
界代表会面后表示，他与业界商讨
如何给予市民更多优惠，刺激消
费。他说，受社会事件和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香港经济接二连三受

到打击，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三个
主要动力，包括外贸、消费和投资
都突然减速甚至刹停，因此有需要
刺激本地消费，加快推动经济。

据介绍，餐饮业界代表正积极
联系数千家食肆一同参与推出优惠
计划，拟于7月和8月分别推出七折
和八折晚市优惠。

陈茂波表示，除了餐饮业外，
零售业和本地旅游业都将推出优
惠，希望市民开心消费。

特区政府同日宣布，将加倍
资助旅行代理商举办绿色生活本
地 游 ， 旨 在 带 动 香 港 本 地 旅 游 ，
鼓励市民亲近大自然，体验绿色
生活。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
长邱腾华认为，复苏旅游业应由香
港本地做起。随着疫情逐步受控，
减少社交接触措施将放宽，其中公
众地方群组聚集人数限制由 8 人放
宽至 50人，正好提供良好契机，重
新启动本地旅游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宣布，将向
18 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每人发
放 1 万港元，以鼓励和带动本地消
费，并纾缓市民的经济压力。

香港多个行业拟推出优惠计划
冀市民共同带动香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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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企业网易、京东等日前
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港
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2020
年年初至5月底，已有55家公司
来港上市，集资超过 250 亿港
元。香港能为东西方市场担当转
化、翻译及连接的角色，期待有
更多的企业来港上市。

上图：香港交易所外大屏
幕显示的欢迎网易挂牌上市的
广告。

右图：近日在香港交易所
外拍摄的京东挂牌上市的大屏
幕广告。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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