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深圳11月19日电 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
政府严正立场。正在深圳参加对话活动的多
国前政要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表示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有足够智慧止暴制乱，尽快恢复秩序。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巴西利亚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指出， 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香港修例风波持续五个多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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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连日来香港激进暴
乱分子的种种恶行，正在深圳参加国际行动
理事会和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话活
动的多国前政要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立
场，谴责暴力犯罪活动，呼吁香港止暴制乱。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表
示，习主席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非常
正确的”。“这是非常清晰的讯息。香港的暴
力情况让人无法接受， 停止暴力是解决问
题的先决条件。”他说。

对激进暴乱分子破坏公共设施、 打砸
店铺、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暴力抗法甚
至残害无辜市民等种种恶行， 多国前政要
感到十分震惊。

“香港游行示威活动毫无疑问不是和
平示威。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塞尔维亚
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表示，当他看到一名
70岁的老人被攻击后死亡感到“非常震
惊”，暴徒的行径是侵犯人权的，当前香港
暴力景象触目惊心。

塞浦路斯前总统乔治·瓦西利乌表示，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出现类似香港
的暴力画面。 这些暴徒的行为并非追求民
主，而是恐怖主义，他们许多人的目的是想
引发外部干预，以此来打击中国。香港特区
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恐怖活动， 大学
校园不能成为制造汽油弹的工厂， 不能允
许暴徒将汽油炸弹扔向无辜的人。

谈及香港警察的执法，塔迪奇表示，香
港警察在面对暴力时非常冷静、 克制，“这
非常好，但保护警察也非常重要”。

马里前总理穆萨·马拉表示，非常欣赏
香港警察处理问题的方式， 他们表现得很
职业。

各国前政要表示高度肯定“一国两制”
原则对香港的重要性。

瓦西利乌表示，“一国两制” 是个伟大
构想，且事实已经证明它的伟大，它使包括
内地、 香港和澳门居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能
够取得最大的成就。“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 我认为任何企图将
香港与中国分开的努力都是不能接受的。”

图尔克表示，“一国两制” 是香港非常
重要的优势。“这个制度对香港非常重要，
因为这意味着在香港内部， 人们可以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

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表示，中
国在应对香港局势方面是明智的， 相信中
国将找到应对当前局面的方法。

多国前政要表示， 中国为世界发展贡
献了很多，也经历过各种挑战和困难，但中
国人民总能通过智慧解决问题， 相信香港
目前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妥当解决。

责任编辑 封锐 谢卓芳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时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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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有
关规定，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国务院2019年11
月19日决定：任命邓炳强为警务处处长，免
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19日就香
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司法复
核案判决发表谈话如下：

11月18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原讼庭作出一项判决，其中裁定香港《紧急
情况规例条例》 部分条款不符合香港基本
法，致使有关条款无效。一些全国人大代表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们认为，宪法和基本法

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 只能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 任何其
他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 根据香港
基本法第8条的规定，包括《紧急情况规例
条例》在内的香港原有法律，除同香港基本
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
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1997年2月23日，第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作出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
已经将《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采用为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律。因此，该条例是符合香港
基本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
有关判决的内容严重削弱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和政府依法应有的管治权，不符合香港基
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我
们正在研究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
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发表谈话
关注“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司法复核案判决”

中国有足够智慧
在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多国前政要谈香港局势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务院港澳办
发言人杨光19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
院原讼庭有关《禁止蒙面规例》司法复核案
判决发表谈话，对该判决产生的严重负面社
会影响表示强烈关注。

杨光表示，香港现行的《紧急情况规
例条例》 经过199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关决定确认符合基本法，并采纳为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律， 这表明该条例的全部规
定都符合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会同行政会议依据该条例制定《禁止蒙
面规例》，即为依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有关决定履行职权。 该规例实施以来对
止暴制乱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等法院原讼
庭判决《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赋予行政长官
在某些情况下制定有关规例的规定不符合

基本法，并裁决《禁止蒙面规例》的主要内
容不符合相称性标准， 公然挑战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治
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我们
将密切关注此案的后续发展。 希望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和司法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
履行职责，共同承担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
责任。

该判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威国务院港澳办：

� � � � 据新华社香港11月19日电 就香港特区
高等法院原讼庭11月18日判定《紧急情况规
例条例》部分条款违反基本法，记者采访了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我们注意到，香港特别
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在11月18日作出的
一项判决中，裁定《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的部分
条款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分别发
表谈话，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或强烈关注。我们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4）条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规定和基本
法第158（1）条关于“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规定，对香港
本地法律是否抵触基本法的最终判断权，毫
无疑问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终审法院
早在有关案件的判决中就已认同， 全国人大
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权力，来自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并载于基本法，属于一般性和不
受约制的权力。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六十条处理
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确认《紧急情况规例
条例》不抵触基本法，并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
关和司法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相关权
力时，应当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我们相信，面对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一当前
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香港社会各界一定会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
极作为，全力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全力
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应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中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