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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五次委员长会议28日下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飞向会议作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宪法法
律委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出了

草案建议表决稿。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

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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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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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海外多个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发表声明、文章，
拥护和支持涉港国安立法，期盼相关法律早
日审议通过、颁布实施，推动香港尽快实现
由乱变治，让香港发展重回正轨。

中南美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声明中
指出，过去一年，香港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一些不法分子勾连外国反华势力蓄意破坏社
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从国家层面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十分迫切。

声明强调，涉港国安法将有效填补香港
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法律漏洞，完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是维护香港稳定繁荣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条件，相关法律的实施也必将为
推动香港恢复安宁与再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新西兰奥克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严隽人发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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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
全体香港同胞的福祉保护。相关法律实施后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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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发表声明指出，涉港国安立法充分考虑了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具体情况，体
现出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尊重，以及对人权
的最大程度保障。声明呼吁香港各界人士同
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坚定支持涉
港国安立法，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
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打击惩治企图破坏

“一国两制”制度、分裂国家的恶势力分子，
切实地保障香港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

萨尔瓦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声明
表示，涉港国安立法有利于平定政治纷乱，

稳定香港局势，恢复社会及经济活动的正常
运作，以及加快香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从长远来看，将会有助于增进香港民众对国
家的了解，加深认同感和归属感。声明指
出，我们坚决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一重要举措。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香港
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维护国家统
一、香港和平稳定，香港的未来才有希望。

巴拿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声明中指
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将为
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牢固法律基
础，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社
会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我们坚
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坚决反
对任何扰乱香港社会秩序的反华乱港势力破
坏香港的繁荣与安定。声明强调，中国制定
法律，任何外国势力的聒噪都是枉然。涉港
国安立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6 月 29 日是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ECFA） 签署 10 周年的日子。台湾地区
前领导人马英九当天发网文表示，当初两岸
签订ECFA，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扬言一
旦执政将发动“公投”废止，“如今蔡英文敢
片面终止ECFA吗？”

民进党当局已用行动回答了马英九，其
经济部门和陆委会近日先后呼吁大陆不要终
止ECFA。对此，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
欠两岸一个解释：为何当初疯狂抹黑 ECFA，
发动“太阳花”运动搁浅ECFA后续协议，如
今却要坐收红利？ECFA是在“九二共识”基
础之上签订，如今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
二共识”，又凭什么要求大陆延续ECFA？

岛内业者担心ECFA终止

马英九表示，ECFA签订后，台湾石斑鱼
的年产值，6年内从 38亿元 （新台币，下同）
增加到 84 亿元，跃居世界第 1 位。他近日参
观高雄弥陀区龙胆石斑鱼、鲈鱼、草虾的养
殖场，业者非常担心 ECFA 会不会在 10 周年
时被终止，断了石斑鱼出口大陆之路。

跟高雄渔民有同样担忧的岛内人士不在
少数。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近日以台湾纺织
业拓展会董事长的身份挺身号召 21 家公会力
挺ECFA。他表示，台湾纺织业发展关键在大
陆，ECFA不可或缺。

台南市议员吴禹寰近日表示，ECFA若终
止，未来台湾输往大陆的菠萝及传统产业制
品，将课征 12％关税，菠萝产业可能崩盘，
传统产业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ECFA于2010年6月29日签署，同年9月
12日生效。依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谅解
备忘录第 24 条规定，合理期限只有 10 年。
ECFA第16条规定：一方终止本协议，应以书
面通知另一方，如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则协

议自通知方发出终止通知之日起180天终止。

民进党翻脸如翻书

由于民进党搁浅了ECFA服贸协议，挡掉
了货贸协议，致使 ECFA 的主体部分未能生
效，而只生效了包含539项台湾工、农产品的
早期收获清单。尽管如此，ECFA也已经给台
湾带来巨大好处。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近日介绍，截止到
2019 年 9 月底，ECFA 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
品，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约 388.8亿元人民
币。从 2010年到 2019年，早收清单中台湾对
大陆出口农产品的增长超过了2倍，大陆已成
为台湾农产品外销第一大市场。

ECFA签订前后，民进党对其百般污蔑阻
挠，称这是“走向中国”“包着糖衣的毒药”

“丧权辱国的不对称条约”，会“害死台湾经
济”，扬言未来民进党一旦执政，就会发动

“公投”废止ECFA。然而，民进党当局上台4
年多来，却好像忘了有这码事，对ECFA的态
度出现了明显的“发夹弯”。

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 ECFA 对台湾有
利，若终止将给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冲击。马
英九说，几十年来一向是大陆出超3亿美元的
两岸农产品贸易，6年前就开始逆转，台湾出
现 1000 万美元的顺差，逐年增加，就是拜台
湾农渔产品大量外销大陆之赐。他质问，“蔡
英文敢牺牲这么多民众的权益，片面终止
ECFA吗？”

“两岸脱钩论”露马脚

两岸关系因民进党上台而急速冰封，但
两岸贸易持续热络。据统计，两岸双边贸易
占整体进出口比率居高不下，台湾对大陆出
口至 2018年创下新高 1379亿美元，2019年虽
受美中贸易冲突影响，也达 1321 亿美元；10

年来，大陆占台湾整体出口市场比率平均高
达4成。

民进党一向主张两岸“脱钩论”，在野时
批评国民党令台湾“太依赖大陆”，不应“从
世界走向中国”，而应“从中国走向世界”。
上台后则推动“新南向政策”，鼓动台商“回
流”，力图在经济上远离大陆。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岛内绿营“趁疫脱钩”之声甚嚣尘
上。但一个 ECFA 议题，就让民进党马脚毕
露，原来所谓的“两岸脱钩”，根本是逞口舌
之快和骗人的把戏。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潘锡
堂撰文指出，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大陆可
能终止 ECFA”议题，称大陆可能借由终止
ECFA 来“窒息台湾经济”“转移疫情焦点”，
实则是抢先制造恐慌、“仇中”情绪，为自己

“甩锅”预做准备。
大陆一贯全力支持两岸经贸往来，自然

希望ECFA在条件许可时得以延续。张志军近
日表示，“ECFA 得来不易，相信两岸同胞都
不希望看到这一重要成果得而复失”。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早前回答相关提问时则表示，
大陆切实履行承诺，保障 ECFA 顺利生效实
施，“谁在为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谋福祉，谁
为谋取政治私利而损害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
的利益，一目了然”。

ECFA能否继续生效，关键还在民进党当
局的表现。国民党孙文学校北院院长林定芃
表示，ECFA设有随时叫停机制，若民进党当
局继续激化两岸对立，ECFA的确存在随时被
叫停的可能。

马英九表示，台湾能跟大陆签ECFA，是
因为两岸之间有“九二共识”的政治互信。
民进党当局反对“九二共识”却要 ECFA，是自
相矛盾。他呼吁蔡英文：“只要有利于台湾，面
对‘九二共识’，再一次‘发夹弯’又何妨？”

栗战书主持委员长会议
听取有关草案审议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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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统促会坚决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为香港恢复稳定再出发提供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金 晨

昨批“糖衣毒药” 今呼“不要终止”

面对ECFA 民进党难道不觉得脸疼吗
本报记者 王 平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温
馨）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审议通
过“香港自治法案”和有关涉港决议
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说，无
论乱港分裂势力如何叫嚣、无论外部
反华势力如何施压，都阻挡不了中方
推进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心和行动。他
们的图谋必将失败，有关议案也是废
纸一张。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国会参议院不顾中方严正立场，
执意审议通过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恶
意诋毁香港国安立法，严重干涉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说，香港国安立法旨在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障香
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
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香港事务是中
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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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停
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
政，不得审议推进和实施有关涉港消
极议案，更不得以此为由对中方进行
所谓制裁，否则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
的应对和反制措施。一切后果完全由
美方承担。”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温
馨） 就美方日前宣布对中方有关涉港
官员等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29 日说，针对美方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
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赵 立 坚 在 当 日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说，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外国对此无权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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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
心坚定不移。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
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
谋绝不会得逞。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 有 关 涉 港 议 案 是 废 纸 一 张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 有 关 涉 港 议 案 是 废 纸 一 张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本报台北6月29日电（记者陈晓星、
孙立极） 台北市动物园 29 日上午介绍，大
陆赠台大熊猫“圆圆”28日产下的幼崽为雌
性，体重186克，目前状况稳定。这是“圆圆”
2013年产下第一只幼崽后的第二胎。

大猫熊“团团”“圆圆”于2008年年底赴
台，在台圈粉无数，10多年来一直是台北市
动物园的明星。2013 年“圆圆”生下雌性幼
仔“圆仔”，“圆仔”又有了自己的“圆粉”。粉
丝们每年都会到动物园给“圆仔”庆祝生
日，动物园还为“圆仔”开直播，把“圆仔”宠
为“星二代”。“圆仔”之后，粉丝们盼望“圆

仔”能升格成为姐姐。台北动物园介绍，今
年2月给“圆圆”人工授精，“圆圆”28日经过
5 小时的努力，在下午 1 时 53 分产下幼仔，
目前一切顺利。

台北市动物园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在大陆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的专家们不能来台，但通过互联网平台
与台湾本地专家保持实时沟通，进行远距
离指导，给予及时帮助。双方长期进行意
见交流，培养了默契，终于迎来这个好消
息。动物园将尽力争取在今年圣诞节前后
让幼崽与公众见面。

赠台大熊猫圆圆再添“千金”赠台大熊猫圆圆再添“千金”

新华社香港 6月 29日电 （记者丁梓
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28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草案。香港社会各界纷纷表
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助于确保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让“一国两制”有更大发
展空间，期待早日通过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近
期听到不少支持尽快立法的意见，包括
180 多万个街头签名、100 多万个网上签
名，他会将近日收集的相关意见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
主任谭惠珠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将
改变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的
状况，有利于香港社会恢复稳定繁荣。香港
市民必须明白“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安排，
安定的社会环境是对前途最好的保障。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郑翔玲
表 示 ， 作 为 香 港 长 治 久 安 的 “ 定 海 神
针”，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如何落好地、
起好步，真正起到维护国家安全、震慑敌
对势力、为“一国两制”保驾护航的作
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郑翔玲认为，有三方面工作需要尤为
重视并给予加强：一是加强宣传，争取更
大范围民意支持；二是加强教育培训，使
得维护国家安全意识深入人心；三是加强
落实，通过典型案例树立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法权威。她强调，应将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法宣传普及常态化，使之成为即将设立
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日常工作之一。

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获邀列席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香港工
联会会长吴秋北是其中一位。他表示，参
与的分组意见一致，大家都认为应该尽快
通过有关法律，也有代表提出不少细节上

的建议，希望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青年交流促进联会

创会主席龙子明表示，相关立法工作是帮助
香港止暴制乱、帮助香港“止血”的最好最适
合的方式，香港市民应该全力支持。他认为
立法宜紧不宜松，一定要认真执行到底。

“我们非常支持，也非常感谢国家在关
键时刻出手，能让香港回归安宁。”香港中
华出入口商会会长林龙安说，香港回归 23
年来，外部势力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
号，其实是在侵害中国的国家主权，我们期
待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早日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张学修表示，期待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法早日实施，为香港发展揭
开历史新一页。相关法律能够帮助香港走
出困境，为香港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保障。

香港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副会长阎
伟宁表示，坚决支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法，感谢中央为维护香港根本利益勇于担
当、敢于作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利
于帮助香港站稳“一国”的正确立场，向
敌对势力说“不”。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表示，
相关法律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
遵循的法治原则，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期望落实后能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相关法律兼顾内地与香港的差异，既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和行使普通法制度的特
点，又能充分体现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同时指出执法、检控、审判主要依靠特区
负责，反映出中央对特区的信任。

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表示，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法不仅填补了香港特区目前在维
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更保障“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对香港未来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呼吁香港各界人士共同
努力，为下一代营造健康成长环境，为

“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强大支撑。

香港各界热切期待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早日通过实施

新华社香港6月29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正在审议 《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草
案）》。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立法工作，近一段时间，通过多种形
式，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确保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香港维
护国家安全立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6月3日下午
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和有关主要官员，认真听取了特区政
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
的意见。

林郑月娥随后表示，国家立法有其规
矩，相关工作会按全国性法律确定的机制开
展。她呼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
向特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
区联络办公室反映意见，特区政府也将及时
向中央政府反映意见。

除了听取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中央有
关部门还通过多种形式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
士的意见，包括特区政府其他官员、香港有
关法律专家、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
委员等。

6月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
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听取了他对 《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草
案）》的意见。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是香
港社会的代表人士，肩负着维护法治、反映
民意的责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

日以高票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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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不久，香港中
联办就向各位代表和委员征集书面意见。截
至6月6日中午，香港中联办已收到36位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和 165 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
201份意见书。

6 月 6 日下午，香港中联办又召开座谈
会，就涉港国安立法工作听取意见，21 位港
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
后，香港中联办把各位代表和委员提出的意
见建议以及收到的所有书面意见，一并转交
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

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会同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在香港
举办了 12 场座谈会，听取香港社会各界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 （草案）》 的意见。来自香港政界、法
律、工商、金融、教育、科技、文化、宗
教、青年、劳工等界别以及社会团体、地区
团体的120名代表人士参加座谈会并坦诚表达
了意见。与会人士一致表示支持香港国安
法，认为制定该法将堵塞香港特别行政区在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和执行制度的
缺失，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与会人士普遍希望该
法尽快颁布实施。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黄英豪律
师参与了多场围绕香港国家安全立法议题的
座谈会。他说，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一系列
座谈会充分听取了香港特区法律专家的意见
和建议。在制定法律草案的过程中，中央充
分兼顾两种法律制度的差异，坚持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整个流程符合法
定程序。

“广大香港法律界人士希望相关法律尽早
出台，使得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有法
可依，并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市民福祉奠
定坚实基础。”黄英豪说。

中央有关部门还通过香港社会组织广开
其他线上及线下渠道，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
界的意见，吸纳有益的建议，确保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立法过程契合香港最大民意。

例如，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英
担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港举
办相关座谈会，充分吸纳各界建议。“香港各
界撑国安立法联合阵线”8天内开设5400多个
街站，在港征集到近293万支持立法者的签名
并接受市民表达相关意见。香港各界人士还
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香港相关组
织、特区政府及香港中联办表达支持、反映
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与香港城市
大学法律学院原副院长顾敏康都表示，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过程中，民主程序、立法
程序都得以充分体现，法律的出台将有利于
保障香港市民的合法权益，有助于香港繁荣
稳定、长治久安。

日前，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和毕打街交界
处一个“撑国安立法”街站，印有“撑国安立
法 反港独 反颠覆 反暴恐 反干预”的旗帜在
风中招展，大大的红色“撑”字分外醒目。

香港市民谭建钊走上前去，在签名簿上
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国不安，家不宁。香
港人受够了！”谭建钊说，希望香港维护国安
法尽快颁布实施，还香港社会安定繁荣。

中央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