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护食药安全 妥善审理长生疫苗案等重大案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妥善审理长
生疫苗案、肖平辉生产销售注水牛肉案
等重大案件。河北、上海、江苏等地法院
依法审理涉及未经批准进口仿制药刑
事案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

最高检报告提出，食药安全底线不
容触碰，办理食药领域公益诉讼35778

件，探索危害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
罚性赔偿，惩罚就要痛到不敢再犯。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高继明建议，细化完善法
律的标准、范围，市场监管、公安等各
部门加强联动，反应快速、责任明确。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惩治暴力伤医 起诉伤医、扰医等涉医犯罪1600余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严惩暴力伤医
犯罪，对杀害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的
孙文斌等一批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并
执行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伤医、聚
众扰医等涉医犯罪1637人。北京检察
机关对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快捕快诉，

被告人被判处死刑。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汪利民说，对伤医案件要
坚决零容忍。集合司法机关、医疗主
管部门、医疗机构等多方力量，建立
涉医矛盾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防止矛
盾激化升级为恶性事件。

优化营商环境 审结一审涉“放管服”行政案28万余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各级法院审结
一审商事案件 453.7 万件。依法审理
涉“放管服”改革行政诉讼案件，支持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结一审行
政案件28.4万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所有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废止103件，
废除一切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1971名依法
可不继续羁押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建

议办案机关取保候审；对既未撤案又
未移送审查起诉、长期搁置的“挂案”
组织专项清理，排查出2687 件，已督
促结案1181件。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检察院检察
长冯键表示，一些企业家反映，当前基
层办案仍有长期拖延、搁置的现象，影
响企业正常经营。他建议落实服务民营
经济检察政策，切实做到慎捕、慎诉。

保护未成年人 起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万余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加强校园欺凌
预防处置，审结相关案件4192件。依
法惩治涉及“校闹”的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62948人，同比上升24.1%。

全国政协委员、律师杨玉芙说，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性侵案时有发
生，屡屡成为社会热点。他建议学校
和家长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法治和性
教育，对于有侵害学生行为的教师要
坚决清除出教育队伍，并加强对受害
者提供公益法律援助。

防范金融风险 起诉金融诈骗等犯罪4万余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北京、上海等

地法院有序推进“e租宝”等涉互联网
金融案件清偿工作，依法参与涉金融
风险重大案件处置。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金融诈
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40178人，
同比上升25.3%。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常务副院长范小云说，当前我国金融风
险整体可控，但监管还存在短板。她建
议，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测，完
善预警、响应机制。继续稳妥有序处置高
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整治互联网金融乱
象，加大对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力度。

保护生态环境 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26万余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一审环境资
源案件26.8万件。审结检察机关和社会
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953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污染环境、
走私洋垃圾、非法采矿等犯罪从严惩
处，起诉 50800 人，同比上升 20.4%。
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69236件，同比上升16.7%。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徐恒秋说，近年来，企业在大江
大河偷排污染物屡屡被曝光。她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应针对辖区内重点企
业摸清污染源真实情况。其次，针对河
流领域广大、监管人员不足的情况，充
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
智慧监管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

助力脱贫攻坚 起诉扶贫领域“蝇贪”870余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严惩涉农
骗补骗保、扶贫领域腐败、农资造假
等侵害群众利益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扶贫领域
“蝇贪”877 人。盯住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起诉恶意欠薪犯罪902人，支持
农民工起诉10322件。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
院长赵皖平说，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
之年，关键阶段更要密切关注扶贫领
域的腐败问题。他建议，进一步细化
资金分配的流程，借助大数据、区块
链等信息技术，让扶贫资金的分配更
加透明，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扫黑除恶
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2600余件，对孙小果

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主犯执行死刑

最高法报告提出，全国法院审结涉黑
涉恶犯罪案件12639件83912人。依法审
理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对主犯孙
小果、杜少平坚决判处并执行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 107 起重大
案件直接挂牌督办，派出专家组督导
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黄鸿

发家族案等重大案件。共起诉涉黑犯
罪30547人、涉恶犯罪67689人，同比
分别上升194.8%和33.2%。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张甲天说，扫黑除恶要对“保护
伞”“关系网”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破
解“黑财”认定、查控、收缴等难题。

高压反腐
对秦光荣、陈刚等16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2.5万件2.9万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贪污贿
赂、渎职等案件 2.5 万件 2.9 万人，其
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部的27人。对艾
文礼等主动投案被告人依法从宽处
理，对邢云等严重腐败分子适用终身
监禁。审结外逃腐败分子回国受审案
件 321 件，依法没收彭旭峰等人转移
至境外的违法所得。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秦光荣、陈

刚等16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对
13起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
案件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对司法
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
正犯罪立案侦查871人。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会长王俊峰说，两高报告透露出中央持
续推进高压反腐的强烈信号。反腐形势
依然严峻，任务艰巨，不能有丝毫松懈。

惩治涉疫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各级法院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维护稳定等工作，审
结各类涉疫案件2736件，促进涉疫矛
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

最高检报告提出，2020年2月至
4月，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3751
人、起诉2521 人，办理涉口罩等防护
物资监管、医疗废弃物处置、野生动

物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829件。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说，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法院及时
发布典型案例，加大对涉疫犯罪惩治
力度，切实保障医务人员、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
果，通过在线诉讼方式服务群众。

逮捕涉疫刑事犯罪3700余人，办理涉口罩
等防护物资监管等领域公益诉讼案2800余件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国家安
全始终是突出短板。近年来，外
部势力对香港事务深度干预，进
一步凸显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
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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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人大代表认真审议。大
家一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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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强现实针对
性，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
洞的必要之举，也是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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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同代表委员审议讨论全国人大涉港决定草案

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已成为国家安全突出
风险点，中央对维护国家安全
负有最大最终责任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加审议讨论
时，深刻阐明中央此举的必要性、重要
性，透彻分析正当性、合法性。

——香港国家安全风险凸显，特别是去
年发生“修例风波”，出现旷日持久的社会政
治动荡和不断升级的街头暴力。“港独”组织
和激进暴力分子活动猖獗，外部势力公然插
手干预香港事务，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
底线，严重损害法治，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局
势，已成为国家安全一个突出风险点。香
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
制度漏洞和执行机制缺失，致使危害国
家安全的各种活动愈演愈烈，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面临不容
忽视的风险。

——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实行单
一制还是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于
中央事权。中央政府拥有依法维护国家
安全的宪制权力和宪制责任，对所属地
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
责任，也享有和行使一切必要权力，这是
基本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原则，也是世界
各国的通例。

代表委员认真审议、深入讨论，共识
更加凝聚，意志更加坚定。大家一致表
示，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与外
部势力勾连合流，从事分裂国家、危害国
家安全的活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

惩治。中央此举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势
在必行、刻不容缓。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中央坚定维护“一国两制”
决心信心坚定不移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站在全局和战略
高度，指明中央此举的重大意义和总体
要求。

——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符合国
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整体和长
远利益，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的。中央维护“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
始终坚定不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必须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改变香港国家安全领域
长期“不设防”状况，在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轨道上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确保“一国两
制”事业行稳致远。

——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
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坚
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一
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代表委员在审议和讨论中着眼大局大
势，思考更加深入，认识更加透彻。大家一致
认为，只有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才能为贯彻

“一国两制”固本强基，为香港繁荣稳定夯实
基础。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的必要之举。

保障香港社会根本利益，
中央对香港繁荣稳定和香港
同胞福祉怀有最大关切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加审议讨论时
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同尊重保障人权在
根本上是一致的。

——全国人大决定针对的是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暴恐活动等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针对的是外
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的活动。从国家层面推进香港国家安全
立法，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
家安全的极少数违法犯罪行为，就是为
了更好保障香港广大市民合法权利和自
由。

——香港因国家安全问题出现政治
动荡，受影响最大的是香港经济发展和
普通市民切身利益。放任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香港良好
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香港市民的安
居乐业，都会荡然无存。

——中央对香港繁荣稳定和香港同胞
福祉怀有最大关切。国家安全根基牢固，社
会大局稳定，才能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
矛盾问题，才能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
优势，才能让香港发展得更好。

代表委员结合香港实际建言献策，
信心更加饱满，路径更加清晰。大家一致
表示，要积极行动起来，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推动“一国
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
发展基本前提，维护国家安
全是“一国两制”核心要义。
连日来，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分别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的有关代表团和全
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
有关界别，同代表委员们一
起审议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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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指
出，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
漏洞的必要之举，是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
本之策，充分体现中央维护
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
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对香
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
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
关切，意义重大，必将产生
深远影响。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5 日
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美国没有资格指手画
脚、插手干预，如果美方执
意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将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
决回击和反制。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称，如果中方有关涉港立法
决定付诸实施，美国将制裁
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一
些政客就中国全国人大会议
涉港议程发出的各种噪音，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赵
立坚说，中方的态度和立场
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

赵立坚强调，没有任何国
家允许在其本国领土上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
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这在任
何国家都是如此。美国自身针
对国家安全问题制定了几十
部法律，竭力打造维护本国国
家安全的“铜墙铁壁”，却对中
国的国家安全立法横加干涉
甚至企图在中国国家安全网
上“凿墙破洞”。这种“双重标
准”的做法，充分暴露出美国
一些人的险恶用心。

赵立坚说，全国人大有
关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人分
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
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外
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
事务的活动，保护的是遵纪

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保障的是香
港居民以及外国在港机构和人员的合
法权益。此举不仅不会影响香港的高度
自治以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反而
会使香港拥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更
加稳定的社会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
营商环境，更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
这恰恰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最大民意。

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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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香港特区立什么法、
怎么立法、何时立法完全是中国主权
范围内的事，美国没有资格指手画
脚、插手干预。如果美方执意损害中
方利益，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回击和反制。”他说。

香
港
事
务
纯
属
中
国
内
政
，美
国
没
有
资
格
指
手
画
脚

外交部发声

图为5月24日
拍摄的香港各界

“撑国安立法”联合
阵线签名大行动启
动礼现场。

新华社发

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
——代表审议全国人大涉港决定草案

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
“一国两制”实践受到考验。反中乱港势
力公然鼓吹“香港独立”，侮辱和焚烧国
旗，污损国徽，冲击中央驻港机构和特
区政权机关。他们当街纵火，四处投掷
汽油弹和燃烧弹，破坏程度不断升级，
已经呈现本土恐怖主义特征。

“绝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
险口。”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
会长吴秋北说，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
以来，种种违法行径严重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香港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
期“不设防”状况已经刻不容缓。

决定草案第二条明确提出，国家坚
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

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采取必要
措施予以反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
台联会长许沛说：“这向国际社会释放
出明确信号，我们绝不会在事关国家和
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
也绝不容忍外部势力在香港问题上为
所欲为。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区立法会议
员施家伦说，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
制”的核心要义。“一国”是“两制”的前
提，“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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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会会
长陈曼琪认为，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及香
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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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香港在维
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出问题，构建香港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屏障，是中央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的表现，也是落
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积极举措。

决定草案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
育、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情
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审议时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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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十分必要、意义重大，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完全拥护、坚决支
持。人民军队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及其组
织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
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修例风波”重创香港经济民生，让
市民苦不堪言。

“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是所有以香港
为家的人的共同心愿。”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会长蔡毅说，决定草
案旨在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的极少数违法犯罪行为，是为
了更好地保障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障基本权利和自
由。这符合所有爱国爱港市民的所思所
盼，将保障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百浩律师事务
所主任黎霞说，依法建立健全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法
律震慑、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必能将反中乱港分子及境外势力的
嚣张气焰打压下去，还香港以安宁、还
香港人民以安全。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表示，相信全
国人大涉港决定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
和繁荣稳定，有利于保护香港广大市民
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有利于维护香港良
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必将推动“一
国两制”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乘风破浪、
行稳致远。（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聚焦两高报告十大看点
两会新华视点

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两高报告干货满满，披露了许多重要信息。报告中所提惩治
涉疫犯罪、高压反腐、扫黑除恶等法治重点，与社会关切高度契合，形成强烈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