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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权利自由的坚实保障
人民日报评论员

纵观全球，人们有这样一个普遍共
识：国家越安全，社会越安定，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就越能得到保障。6月30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
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这部法律
的实施，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
强大支撑，不仅将有力推动香港重回正
轨、重新出发，也将成为香港居民权利和
自由的坚实保障。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
乐业的家园！”去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
以来，人们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在反中乱
港势力的策划和怂恿下，香港街头“黑暴”
横行、“揽炒”成风，激进暴力分子当街纵
火、四处投掷汽油弹和燃烧弹，暴力对抗
警方执法，袭击、禁锢、围殴警察和平民，
私藏枪械和弹药，放置爆炸装置，甚至进
行炭疽恐吓，制造恐怖主义事件……当起
码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当正常的生
活生计都受到威胁，谈何安居乐业，谈何
权利自由？如今，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
些煽动“黑暴”、策划“揽炒”的人，正是香
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敌人。

一段时间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利用
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不设防”，大肆
从事破坏“一国两制”活动。不仅如此，他

们还将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居民权利和
自由相对立，刻意污名化、妖魔化香港基
本法第23条立法，以方便他们进行各种
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的颁布实施，针对的正是极少数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这就是法
律规定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
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
安全这四类罪行。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
这些行为和活动，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全
和香港繁荣稳定，更好地保障绝大多数
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障
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从根
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明确规
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
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强调“尊重和保障
人权”。法律颁布实施后，香港居民根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
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
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各
项权利和自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香港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居民和法人与
其他国家、地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等有
着密切往来和联系，这些正常的交往活
动依法受到保护，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毋庸讳言，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次问
题，就是香港一些居民对国家的了解和信
任问题，特别是对内地法治状况的了解和
信任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努
力，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
步。正所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
国内地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本
身就是中国良好法治状况的体现。就刑事
司法制度而言，内地与香港相差不大，国
家安全机构在内地办案始终坚持严格依
法办事，并有严格的程序限制，怎么可能
到了香港反而变得无拘无束？近年来，不
少长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以
各种方式谈及，中国是世界上最能给人安
全感的国家，就是最好的明证。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
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且享有比港英时期
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举世公认
的事实。如今，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个“守
护神”，香港居民必将更充分地享有“一
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更安全、更稳定、
更和谐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工作、创业。
清除了戾气和恐惧、恢复了安宁与祥和
的香港，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绽放
更加夺目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载7月3日
《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
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
众两院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
法案”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
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此
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
政的粗暴干涉。中国全国人大对
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国家安全立法在世界各国
均属中央事权。中央政府对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负有最
大和最终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
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制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完全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
无权干预。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
关法律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利
于坚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维护
香港法治、止暴制乱，有利于保
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
利和自由。有关法律是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
的有力维护，将有利于确保“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的
繁荣稳定。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
联合声明》。香港回归后，中国政
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示的
对港方针政策均已纳入香港基
本法，得到全面有效实施，根本
不存在中方违反“国际义务”的
问题。

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及
一些政客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
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
内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
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
决回应。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全国
政协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
众两院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
法案”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
顾中方严正交涉，分别通过所谓

“香港自治法案”，恶意诋毁香港
国家安全立法，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中国全国政协对此坚决反
对并予以严厉谴责。

从去年“修例风波”以来，
“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

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实施触目惊心甚至具有
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严重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
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会对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坐视不管。《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针对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
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组织和个人，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香港市
民享有和行使法定的自由和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有利于促进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实施，有利
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利于维护香
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推动“一国两制”行稳
致远，得到了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美国国会炮制出的所谓

“香港自治法案”，关心的绝不是香港人民的“民
主”“自由”，而是妄图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中
国维护国家主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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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反华势力的图谋永远不会得逞。在中央的坚定支
持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实施，香港
定将由乱入治，实现长治久安，“东方之珠”必将重
放异彩，更加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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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随着最后一组25米轨排推进落地，新疆阿富准铁路（阿勒泰-富蕴-准东）的阿勒泰至富蕴段顺利铺通，标志着阿富
准铁路已全线贯通，北疆铁路环线也正式形成。

图为当日，中铁一局的施工人员在喀拉塑克水库1号大桥上进行铺轨作业（无人机照片）。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全线贯通！东京奥组委副主席：

明年3月以后决定
奥运会是否举办
据新华社东京7月2日电 东京奥组委副主席

远藤利明日前表示，明年3月以后决定奥运会是否
举办也完全来得及，这是他时隔近一个月再次做
出类似表示。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作为国会议员的
远藤利明是在前一天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后作
上述表示的，远藤利明此前曾担任日本奥运大臣，
他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安倍，并提交了一份决议书。

远藤表示，明年3月至6月期间将进行奥运选手
的选拔工作，到时做出奥运会是否能够举办的最终
决定，不会对相关进程造成任何影响。他还说，奥组
委目前正以举办奥运为前提，稳步推进相关工作。

据报道，提交给安倍的决议书中说，举办一届
名留青史的奥运会是东道主的责任。为了让奥运
会安全举行，必须进一步完善监测与医疗体制，并
确保必要的经费预算。安倍则表示东京奥运会的
举办将成为世界战胜新冠疫情的标志，为此日本
政府必须竭尽全力防止疫情扩散。

6 月 5 日，远藤在日本自民党会议上曾表示，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是否能够在明年如期举行，
最早也要等到明年3月才能决定，现在讨论奥运会
能否举办“为时尚早”。

商务部：

希望印方立即纠正相关
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做法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日表
示，中方没有针对印度的产品和服务采取任何限制性、歧视
性措施。印方有关做法违反世贸组织有关规则和印方在世
贸组织中的承诺，希望印方立即纠正相关针对中国和中国
企业的歧视性做法。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印经贸合作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双方政府和企业共
同努力的结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重视与印方
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希望双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领
导人达成的经贸共识，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为
实现两国和本地区共同繁荣做出努力。

“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
在长江上游形成

7月2日10时，长江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50000立
方米每秒，发生2020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
日20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向相关地区发出通知，并
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南和湖北、安徽协助地方做好防汛
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图为长江三峡枢纽开启泄洪深孔泄洪（7月2日摄）。

“史上最差国务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
马斯·弗里德曼不久前如此评价美国现任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

这位公然宣扬“撒谎、欺骗、偷窃”的前中央情
报局局长就任国务卿两年多来，不仅让国务院士
气跌入谷底，更让美国外交政策陷入泥潭，让美国
国际信誉蒙尘。

蓬佩奥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参军，退伍后进入
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此后一度经商，2011年当
选堪萨斯州联邦众议员，步入政界。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他被任命为美国中情局
局长。2018年3月，特朗普提名蓬佩奥取代蒂勒森
出任国务卿。

他任国务卿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
和朝核问题上的政策饱受诟病。他大力推行的“抹
黑外交”“施压外交”“制裁外交”令美国在国际上
引起争议。

蓬佩奥上任后不到两周，美国正式退出伊核
协议，随后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两年多来，美
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遭到国际社会批评，
也未能迫使伊朗屈服。

在巴以问题上，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不仅
把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还公开为以色列扩
建犹太人定居点“开绿灯”。美方今年年初公布的

“中东和平新计划”遭到巴方明确拒绝，巴以地区
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朝核问题上，美国也陷入尴尬。两年多来，虽
然美朝领导人多次会晤，但双方在半岛无核化问
题上的分歧依旧难消，就无核化的定义和实现路
径始终无法达成共识。2019 年 8 月，朝鲜外务省
第一副相崔善姬批评蓬佩奥涉朝言论“越过了红
线，不仅使准备恢复的朝美工作磋商很难召开，而
且将进一步恶化朝美关系”。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蓬佩奥诬称中方隐瞒新
冠肺炎疫情，威胁美国将退出世卫组织，推卸美国
抗疫不力的责任。《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评论指出，在此非
常时期，蓬佩奥无心促进国际社会联手抗疫，对盟友的援助
许诺只是“空头支票”，他更关心的只是如何借机打压对手。

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在外交政策方面，蓬佩奥削弱
美国信誉的倾向再强烈不过。

前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
文说，蓬佩奥治下的国务院遭受着自“麦卡锡时代”以来前
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纽约时报》网站近期在题为《蓬佩奥
使美国国务院蒙羞》的文中说，“蓬佩奥损毁了国务院用几
个世纪的服务和牺牲建立起的声誉”。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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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我国首个网约车、顺风车
安全团体标准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2日正式
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自律规范》团体
标准和《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公司安全运行技术规
范》团体标准，这是我国首个网约车和顺风车安全团体标准。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兼共享出行分会会长李华介
绍，两项安全团体标准均涉及到了行程分享、110报警、紧
急联系人、行程录音、号码保护等基础性安全功能要求，并
对网约车、顺风车两类不同的出行场景分别提出了相应的
个性化安全要求。

7月1日，为庆祝
香港回归23周年、祝
贺香港国安法颁布实
施，从太平山顶到金紫
荆广场，从红磡体育馆
到天坛大佛等香港文
化地标，从铜锣湾到尖
沙咀，国歌在“东方之
珠”被嘹亮唱响。

图为当日，香港
市民在太平山顶广场
唱国歌。

唱响心中
的国歌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0134 7 5 3
排列5 200134 7 5 3 2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香港国安委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二章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作出规
定，明确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创设备受
各界关注，成为有关香港国安法的舆论
热点之一。

为什么要设立香港国安委
长期以来，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

机构设置、力量配备、执法权力配置等方
面不健全不完善，存在明显缺失和短板，
导致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处于“不设防”状
态。可以说，香港是世界范围内维护国家
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最不健全、维
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最薄弱的地区之
一。依据香港国安法设立香港国安委，无
疑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重要必要之举。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由行政长官
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
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
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法律专家指出，这是
香港特区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行
政区域的法律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国家安
全事务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所决定的。同
时，这也充分体现香港国安法四大特点之
一，即最大程度信任、依靠特别行政区。

香港国安委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国安委的职

责包括：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推进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建设；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专家认
为，相关制度安排有利于更好统筹香港特
区的管治资源，发挥香港特区行政主导
的体制优势，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行为和活动。

香港国安委的决定为何
不接受司法复核

依据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国安委
工作信息不予公开，其决定不接受司法
复核。对此，法律专家分析指出，香港国
安委负责处理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国家安
全事务，而国家安全事务性质上与国防、
外交等一样，属中央事权。对于属中央事
权的事务，香港特区无权决定向社会公
开，也无主动或应要求向社会公开的责
任和义务。同时，香港国安委工作中不可
避免会掌握大量国家秘密信息，作出的
决定很多也涉及国家秘密事项，若对外
公开可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损害香港社会根本利益。
从香港国安委的工作属性看，其决

定显然不适宜接受司法复核。专家认为，
这一规定合法合情合理，主要有四方面原
因。一是香港国安委信息不公开，法院无从
判断有关决定是否合法、合理及符合正常
程序，不具备司法复核的基础条件。二是维
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特区政府有时须
根据中央政府的指令、命令履行职责。特区
法院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司法机构，无权
对中央发出的有关指令、命令等进行司法
复核。三是国家安全形势、政策、制度机制
建设和重大行动专业性极强，判断有关决
定是否合理，需掌握的信息超越特区层面
的认知，香港法院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四是
香港特区国家安全形势纷繁复杂，有关政
策决定需及时因应形势变化，追求时效，如
接受司法复核，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
失，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法律专家强调，香港国安委的决定
不受司法复核，不等于其行为不受监督和
制约。专家指出，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中
央政府作为授权主体，有权监督和问责香
港国安委工作。中央政府将会严格行使监
督权，确保香港国安委依法履职，维护国
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市民
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是
毋庸置疑的。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热点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