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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28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28
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栗战书
委员长参加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
人大代表包括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参加了审议。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二次
审议稿和审议结果报告，充分研究吸
收了包括香港各界人士在内的各方面
的意见，体现了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
精神，回应了有关方面的关切，有关
内容表述更加准确，具体措施更加具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符合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实际情况。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尽快出台

有关法律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
实施，能够切实解决香港特别行政
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
漏洞、制度缺失和工作“短板”问
题 ， 有 效 打 击 相 关 犯 罪 行 为 和 活
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有利于保
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
有利于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
合法权益。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
31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日至21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书
展预计将吸引超过730家参展商，
多家文化机构将在书展举行期间
举办包括文艺廊展览、作家讲座、
名人讲故事在内的 600 多场线上
线下文化活动，为读者带来一场
多元化的文化盛宴。

今年书展以“心灵励志”为年
度主题，并以“从香港阅读世界
——洗涤心灵 鼓舞人生”作点
题。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表
示，今年选定“心灵励志”作为年
度主题，是希望这个主题能为市
民带来一片“心灵绿洲”，鼓励大
家阅读更多优秀的心灵励志作
品，凝聚力量前行，为迎接未来挑
战抖擞精神。

为配合年度主题，书展文艺
廊将呈献“从心‘书’发”专题展
览，该专区将介绍多位心灵励志
作家及其精选书目，展出他们的
珍贵手稿及物品。部分年度主题
作家还将出席讲座，与读者分享
创作心得。

除了年度主题活动，今年书
展将继续呈献八大讲座系列，包
括“洗涤心灵鼓舞人生讲座系列”

“名作家讲座系列”等。文艺廊还
设有“我们的快乐回忆——儿童
乐园”“不朽巨龙：李小龙传奇80

载”等展区，参观人士不仅能够在
此重温陪伴几代港人成长的《儿
童乐园》画作原稿，还可通过珍贵
的照片和文艺作品，感受功夫巨
星李小龙精彩的传奇人生。

周启良提到，为了保障展商
及参观人士的安全和健康，主办
方将因应疫情作出相关安排，包
括要求所有进场人士佩戴口罩、
设置体温检测站测量进场人士的
体温、于场内多个位置提供酒精
搓手液，以及加强现场参展摊位
及会场的消毒和清洁等。

此外，本届书展还将在“上午
进场票”优惠之外增设“晚间进场
票”优惠，并相应调整“免费再进
场特别优惠”，以避免市民集中在

人潮高峰时段参观书展。对于无
法到场的读者，香港贸发局特别
投入资源在书展网站增设“文化
线上行”专页，网罗一系列线上阅
读、博物馆展览及文化活动资源，
让读者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享受
阅读乐趣。

书展期间，主办方还将同期
推出“运动消闲博览”，为到访
人 士 提 供 各 式 运 动、休 闲 产 品
和服务。

在为期7天的展览之外，香港
贸发局还将在 6 月底至 7 月底携
手多个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教育
机构在全港各区举办不同类型的
文化活动，让全港市民感受阅读
乐趣。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分组
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栗战书参加审议

新华社香港6月27日电 香港
社会各界人士 27日表示，美国国会
参议院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
案”粗暴干涉香港事务，侵害国家
及香港市民利益，严重违反了国际
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们强
调，美方的行径再次凸显中央就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进行立法的必要
性，相信在相关法律生效后，香港
能够发展得更好。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招商
局集团董事李引泉说，香港事务属
于中国内政，与美国毫无关系。美
国国会参议院试图用所谓“香港自
治法案”制造事端，损害国家及香
港市民利益，行为令人不齿。他认
为，这一法案无法动摇中央就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进行立法的决心。相
信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后，香
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更加稳
固，香港未来会发展得更好。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会长蔡毅表
示，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在道德
上不占理，且与事实不相符，是赤
裸裸干预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
公约和国际关系准则。美方的行径
再一次凸显中央就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进行立法的必要性，法律生效之
后，香港的工作、投资、营商环境
将会变得更安全。

香港友好协进会副秘书长卢瑞
安指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
特区享有高度自治，香港市民依法
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美方对香
港的指责完全是指鹿为马、颠倒黑
白，企图通过抹黑香港达到不可告
人的政治目的。他还强调，根据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说明，有关
法律将打击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将有力维护
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表

示，过去一段时间，美方一些政客
妄图将香港作为反华基地、遏制中
国发展，还声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法生效后将对香港产生重大负面影
响。但是，香港许多大型商会和企
业都表示，这一法律通过后，香港
社会才能更加安宁，才能发展得更
好。广大市民相信，相关法律将对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及实现更好地发
展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指
出，美国与香港之间有很多营商合
作，美方所谓“制裁”的举措只会
损害其自身经济利益。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
黄英豪律师强调，美方一些政客一
再将香港作为打压中国的棋子，不断
制造事端。广大香港市民对美国的行
为十分反感，都期望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法尽快实施，严惩危害国家的犯罪
分子，令香港更好地再出发。

新华社香港6月 27日电 针对
美方宣布对中方官员采取签证限制措
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 27 日表
示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
霸凌行径。

发言人指出，美方诬蔑中国中央
政府“破坏”香港特区高度自治，完
全是颠倒黑白、自欺欺人。没有人比
中国政府更有诚意和决心全面准确落
实“一国两制”，没有人比中国政府
更关心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居民的
民生福祉。涉港国安立法是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举措，是
推动香港走出乱局困境、实现长治久
安的根本之策。近 300 万港人联署

“撑国安立法”签名行动，超过 128
万港人参与“反美国等外部势力干
预”网上联署。随着相关立法顺利推
进，香港社会正在迎来驱散阴霾再出
发的曙光。

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推进涉港
国安立法的决心坚定不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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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拿《中英联合声明》做幌子干预香港
事务。联合声明的核心是中国对香港
恢复行使主权，随着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中国，包括美、英在内的外
国对中国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
督权。

发言人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
必须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否则必将遭到中方有
力回击。

新华社华盛顿6月 26日电 中
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26 日发表声
明，坚决反对美方因涉港问题对中
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强调中
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

声明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错
误做法。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
干预。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政府的权

力和责任，也是国际通行实践。涉港
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只会使香港拥
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更加稳定的
社会秩序，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治理香港
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不是 《中英联合声明》。随着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

明》 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
和义务都已全部履行完毕。美方没
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资格
援引 《中英联合声明》 对香港事务
说三道四。

声明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
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
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的措
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周文其）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26 日介绍，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法生效后，教育局将会在课程中
向学生介绍该法的重点内容及重
要性等。

杨润雄当日出席一个公共活动
后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就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进行立法，对国家和香港而
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当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法生效后，教育局会考虑在

课程中用何种方式向学生介绍这一
法律，让他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该法
的重点条文、重要性、背后的理念及
对年轻人的影响。在该法生效后，教
育局就会做上述工作。

杨润雄指出，目前，教育局通
过不同的科目去向学生介绍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国歌条例》。就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教育局暂时的想
法是以同样的方式向学生进行介
绍。当然，等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法具体条文出来后，教育局还会再
详细考虑。

杨润雄强调，国家安全对世界
上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差不多是每个政府都很重视的工
作。每个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法都是
从保护本国的角度出发。香港每一
名市民都有责任支持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的立法工作。在这方面，他期
望香港所有人都会与国家同心、同
步，一起做好相关工作。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郜婕）
“我们与不少现有和潜在外来投资者
详细讨论了香港整体环境，包括涉港
国安立法。大多数外商真心欢迎这项
立法。”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署
长傅仲森近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

傅仲森来自英国，原名斯蒂芬·菲
利普斯，过去 30 多年间过半时间在
香港工作生活，从事金融和商业咨询
业，3 年多前加入特区政府投资推广
署，致力于吸引和协助外来对港投资。

他说，“修例风波”中持续的社
会动荡无疑引发不少投资者担忧，更
对零售、酒店等行业造成实质性打
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商普遍对涉
港国安立法持积极看法。

“商家想要的是稳定和确定性，
希望确定他们的生意不会被社会动荡
打乱，所以绝大多数商家真心欢迎涉

港国安立法。”他说，一些国际和本
地商会近期的调查显示，总体而言，
在港企业多数理解涉港国安立法的必
要性。

因社会动荡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
打击，香港经济正面临困境。傅仲森
说，商界显然希望看到社会各界团结
一心，让香港重新出发。

在他看来，香港在“一国两制”
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不会因涉港国安立
法而受影响。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和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高素质人
才、规管机制、法治等方面的优势都
将继续保持。

“中央发出的信息再清晰不过，对
‘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的角色都不
会改变。”他说，“我对香港的未来非常
乐观。待香港维护国安法实施，我们将
看到香港恢复平静，一切如常。”

傅仲森说，投资推广署与现有和
潜在投资者均保持着紧密沟通，目前
看来投资者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

“仍然相当乐观”。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 2019

年共协助487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
开设或拓展业务。这一数字比前一年
增长11.7%，创历年新高。

傅仲森介绍，今年相关数字增长
有所放缓，截至5月底的数字略低于
预期，但他认为这主要因为疫情下人
员往来受阻，“一旦入境限制放开，
增速将反弹，我们对此保持乐观”。

在吸引新投资者方面，投资推广
署的工作并未因疫情停步。傅仲森
说，投资推广署仍在与世界各地有意
来港的投资者接洽，广泛利用虚拟会
议、社交媒体等途径保持对话热络和
信息畅达，大力推广香港。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国驻美使馆：

坚决反对美方因涉港问题对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

多数外商真心欢迎涉港国安立法
——访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森

近日，40多名香港市民在添马公园发起“展示巨幅国旗快闪行动”，大家围着国旗站成一圈，共同展示
长30米、宽20米的国旗。蓝天白云下，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这些市民表示，参加这一活动既是支持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也是迎接即将到来的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 （新华社发）

香港市民展示巨幅国旗 支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香港社会各界：

美方所谓“香港自治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

香港今后将在课程中向学生介绍香港维护国安法重要内容

心灵励志 从心“书”发
第31届香港书展7月开幕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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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 28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2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1 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江必新作的专利法修正案草
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周光权作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出口管制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适应预
防、惩治犯罪的需要，委员长会议提
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 （十
一） 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
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李宁作了草案说明。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完善行政处罚制度，委
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行政
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
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许 安 标 作 了 草 案
说明。

为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
利用，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数据
安全法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
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刘俊臣作了草案说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
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
出席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
务委员王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
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
继续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等 初次审议刑

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数据安全法草案

栗战书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