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
马朝旭20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柯有
为，就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马朝旭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政府和外国势力干
预。美国会上述法案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
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阻止该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
中国内政。否则，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
反制，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完全承担。

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

就美涉港法案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注定枉费心机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20日就美
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11月19日，美国国
会参议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
涉，审议通过了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 这个法案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信口雌黄，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肆意染指香港事务，我们
对此十分愤慨和坚决反对。

5个多月来接连不断的大规
模违法暴力行径，已经将香港推
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最
近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
为， 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
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
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香港暴
力违法犯罪分子在全港多区疯
狂打砸烧、瘫痪道路交通，破坏
列车轨道，向行进中的列车投掷
燃烧弹，残害无辜市民，把暴力
引入校园。 不断升级的破坏活
动， 令广大市民生活在恐惧之
中，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言论
自由等公民权利被严重剥夺，香
港法治受到极大破坏。极端暴力
活动是任何国家、 任何社会都

不能容忍，绝不会姑息的。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
迫的任务。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
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
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这
个法案， 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什
么“人权”与“民主”，而是在给香
港的违法犯罪分子擦脂抹粉、
摇旗呐喊， 其险恶用心昭然若
揭。 美国的这些反华势力企图
以此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遏
制中国的发展。 我们要正告这
些人，你们的企图是徒劳的，是
永远不会得逞的。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中央政府
和全体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香
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不是美国的哪一个州。 美国应
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
干涉香港事务， 否则只会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美方执
迷不悟、顽固坚持其错误立场，
我们坚决支持中央政府采取有
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
20日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谈话，表示强
烈抗议和谴责。

杨光指出， 这一做法粗暴干涉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公然为
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暴力犯罪分子张
目， 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
暴露出美国一些政客的霸道本性和

遏制中国发展的丑恶用心。
杨光表示， 香港持续不断的暴力

犯罪活动已严重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
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
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有些极端暴力
行为更是泯灭人性、骇人听闻。事实清
楚证明，香港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暴
力横行， 而不是什么“人权”“民主”问
题。美国一些政客的表现完全是混淆是
非、颠倒黑白，是毫无原则的双重标准。

杨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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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香港在祖国
内地强有力支持下必将保持长期繁
荣稳定，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种权
利和自由必将得到充分保障。我们奉
劝美国少数政客立即停止干涉香港
事务，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做
那些损人不利己的愚蠢之举。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20日就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9年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发表声
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11月19日，美国会
参议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
和坚决反对，通过所谓“2019年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中国全国人大对此
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五个多月来香港发生的一
系列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的暴力犯罪， 严重践踏法治和
社会秩序， 严重破坏香港的繁
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近来，香港暴力分子
的打砸烧破坏活动不断升级，
甚至残害普通市民， 毫无行为
底线、人性道德、法律戒惧，这

与美国会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
中国内政是密切相关的。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是香港社会
的最广泛民意和最大人权。 美国
会参议院在极少数反华议员的鼓
噪下， 不但不谴责令人发指的暴
力犯罪，反而借“人权”、“民主”之
名继续为暴力分子撑腰打气，充
分暴露了美国会在人权和民主问
题上的极端虚伪、 赤裸裸的双重
标准以及反中乱港的险恶用心。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必然要求。香港事务
是中国的内政， 香港事务必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架内处
理。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任何外
部势力不得干涉。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这一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国务院港澳办：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日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罔顾事实、混淆是
非、违反公理，玩弄双重标准，公然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5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
为，严重危害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严重践踏法治
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
人权和民主问题，而是尽快止暴制乱、维护法制、恢
复秩序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香港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保
护香港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 实践取得举
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
利，依法充分行使各种自由。美国国会有关法案全
然无视客观事实，全然无视香港居民的福祉，出于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把香港暴力分子大肆打砸
烧、无差别地欺凌和攻击无辜市民、强行霸占校园
并围攻青年学生、 有组织地袭击警察等违法犯罪
行径粉饰为追求“人权”与“民主”，其目的就是要
为反中乱港的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气，破
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以实现他们借香港问题阻碍
中国发展的险恶图谋。 美方这一恶劣行径不仅损
害中方利益，也会损害美国自身在港重要利益。美
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 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
都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是枉费心机一场空。

我要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 悬崖勒
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
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火烧身、自食苦果。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
坚决反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地时间11月19日， 美国国会
参议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
烈反对，通过了所谓“2019年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暴徒张目打
气，以美国国内法插手香港事务，干
涉中国内政，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其强盗嘴脸
和霸权本性，这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
正告美方， 收回在香港问题上的黑
手，任何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
一张，注定枉费心机！

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激进暴
力犯罪行为不断升级，突破法律、道德
和人性的底线。暴徒疯狂打砸、肆意纵
火、瘫痪交通、暴力袭警、残害市民，将
校园变成“兵工厂”，严重侵害包括警
务人员在内的广大市民的人身安全、
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严重危害法治
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将香
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然而，对于暴徒犯下的一桩桩罪
行，美方却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打着
“人权与自由”的幌子，粗暴干涉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恶意诋毁中国中央
政府和特区政府，公然为“反中乱港”
活动撑腰打气。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最根
本也是最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从过去

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
国家都深受外国强权干预之害，而这
种对他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大多打着
“人权与自由”的旗号。香港修例风波
发生以来，美方在香港问题上一系列
政治操弄的事实如一面“照妖镜”，充
分暴露了其以“人权与自由”的幌子
干涉他国内政的丑陋面目，淋漓尽致
地暴露了何为赤裸裸的双重标准。美
方从未批评过港英殖民统治时期香
港没有人权与自由，却对目前享有前
所未有广泛权利与自由的香港说三
道四、抹黑诋毁；美方自己的人权纪
录劣迹斑斑，却公然对一个自由度和
法治排名均高于自己的别国地区指
手画脚，大放厥词；美方处置国内示
威活动充分授权、毫不手软，却对香
港警方极度克制执法、依法维护法治
横加指责，对香港社会迫切要求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的主流民意和强烈呼
声充耳不闻。在香港正滑向“恐怖主
义”深渊的危险时刻，美政客置香港
广大市民利益于不顾推动有关法案，
就是为暴徒提供“避风港”，给特区政
府止暴制乱制造“绊脚石”，向维护法
治秩序的正义人士发出“恐吓信”。美
方以荒唐、虚伪的双重标准践踏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真实面目
暴露无遗，以人权、民主为名，行霸权
干涉之实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无数事实证明， 美国政客根本
不关心香港民众的利益福祉和民主
人权，他们居心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

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手段卑劣
地恐吓止暴制乱的正义人士、 明目张
胆地给暴徒“铺后路”，就是企图借香
港乱局，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借
香港问题趁火打劫， 遏制中国发展，
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当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
港最紧迫的任务，是香港社会最广泛
的民意和最大人权。美方任何搞乱香
港、阻碍中国发展的企图都是痴心妄
想，无论打着什么幌子、搞再多的法
案都是枉费心机。 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
架内处理。中国政府绝不容许外部势
力在香港问题上为所欲为，任何国家
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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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香港牌”注定失败，违背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干涉中
国内政的法案注定是废纸一张。我
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
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以免引火烧身。如果美方一
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
以坚决反制， 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
完全承担。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载
11月2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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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
就是废纸一张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 � � �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0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11月20日发表声明，对美国参议
院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声明指出，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
华势力与香港极端激进势力等密切勾
连，是香港持续暴乱的主要推手。面对

香港社会希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
最大民意，美国国会和一些政客却打
着“人权”“民主”的幌子，明目张胆为
“反中乱港”和暴乱分子撑腰壮胆，充
分暴露了这些人的虚伪嘴脸和企图
把香港持续推向动荡深渊、遏制中国
和平发展的险恶用心。

声明强调， 包括广大香港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有关
涉港议案，香港保持繁荣稳定也符合
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对
于美方的错误决定，中方必将采取有
力措施坚决反制， 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一国
两制”， 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香港中联办：

� � � �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0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20日对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极度遗憾。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既无必要，也毫无理据，更
会损害香港和美国双方的关系和利益。

自回归以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
全面和成功落实。“一国两制” 是保持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市民安居乐业的

最佳安排， 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不移
地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发言人表示，基本法赋予香港的
独特地位，非任何其他国家单方面施
予，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

外国议会不应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香港特区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