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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新华社北京 7月 3 日电 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维 护 国 家
安全法》有关规定，国务院 2020 年 7 月

3 日决定，任命骆惠宁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委 员 会 国 家 安 全 事 务
顾问。

国务院任免
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
家工作人员。

任命郑雁雄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任命李江
舟、孙青野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支撑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迈出了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关键一步。这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
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大责任和最终责任，体现
了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
的全面准确贯彻，为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
提供了坚强支撑。

香港回归以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一直
处于“不设防”状态，法律制度空白、执行机制缺
失，特区政府执法机构中无一兵一卒专责维护
国家安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迟迟未能完成。去
年“修例风波”发生以来，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
形势日趋严峻，对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造成严重威胁，对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造
成严重危害。一个主权国家，面对旷日持久、充
斥暴力犯罪和分离主义的社会动荡，有很多可

以动用的选项，中央选择通过全国人大授权全
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定
相关法律的方式，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
国家安全，充分显示了依宪治国、依法治港的信
念与追求，显示了作为“一国两制”最坚定维护
者的胸怀与担当，体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高度信任和对两种制度的充分尊重。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对有
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一般情况下，法
律规定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案件都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管辖，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检
察、审判机关只在三种特殊情况下对极少数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一是案件涉
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
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二是出现香港特别
行政区无法有效执行法律的严重情况的；三是

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并
且，法律还对驻港国安公署在上述三种特殊情
况或特定情形行使管辖权规定了严格的审批
程序，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驻港国安
公署提出、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换句话说，驻
港国安公署不能自行决定对某个案件行使管
辖权。作出这样的制度设计，说明中央充分尊
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国，国家安全都属
于中央事权。中央事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
的，包括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和行政管理
权。我国也不例外。从法理上讲，既然是中央
事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所有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案件，中央都有权直接管辖。但
基于“一国两制”原则，以及对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充分信任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立的司
法权和终审权的尊重，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
政区管辖绝大部分案件，只保留在极少数特
定情形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办不了的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直接管辖，还要经过非常
严格的审批程序。这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重要体
现，有利于支持和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工作，保障“一国两制”在正确轨
道上运行，是合宪合法的。

“法者，治之端也。”筑牢织密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防线，国家层面立法迈出了第一步也是
关键一步。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仍然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
任和立法义务，应当尽早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
有关立法，补齐在机构设置、力量配备、执法权
力等方面的短板。我们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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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香港发展的“政治病毒”和最大隐患将
被有力铲除。以法治为遵循、以安全为保障，香
港一定能变乱为治，续写繁荣与辉煌！

（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 载 7月 4日
《人民日报》）

曹志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曹志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
形式对曹志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受中共中央委托，栗战书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曹志同志的遗体，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化。

曹志同志因病于 2020 年 7 月 1 日 14 时 30 分在北
京逝世，享年93岁。

曹志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曹志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等3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曹志
同志送别，并慰问其亲属。

3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曹志同
志”，横幅下方是曹志同志的遗像。曹志同志的遗体安卧
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栗战书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曹志同
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曹志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向
曹志同志亲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深
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
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曹志同志
生前友好等也前往送别。

王亮

7月3日，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职篮洛杉矶快船
队一名将参加奥兰多复赛的工作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
毒，球队为了保证球员和其他员工的健康，已关闭训练
馆的训练设施。目前，距离美职篮7月31日的“复工”日
期越来越近，但联盟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员数量却在持续
增加，美职篮能否按时“复工”，前景颇为黯淡。

因新冠肺炎疫情“停摆”近三个月后，美职篮理事会
于6月4日批准了本赛季的重启计划，按照方案，本赛季
美职篮将于7月31日“复工”，比赛在奥兰多集中进行，
不允许球迷现场观战。

同时，为保证“复工”安全顺利进行，自6月23日起
美职篮开始新冠病毒检测，但检测结果不尽如人意，351
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球员已有25人的结果呈阳性，
884位球队工作人员里，也有10人确认感染。

这与美国当下新冠疫情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目前，
美国新冠病毒感染总人数已超过280万，单就7月3日，
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高达5万多，形势依旧严峻。

根据美职篮的“复工”计划，参加复赛的22支球队7
月8日起就要前往奥兰多展开赛前训练。毫无疑问，在
美国新冠疫情并未明显缓解的大背景下，在美职篮人员
感染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下，不管是赛前训练还是最终
复赛，美职篮陷入大规模感染的风险都非常高。

是否要按时重启？美职篮的理事会最好还是重新
审定一下。

美职篮重启，还得悠着点
场外任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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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港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
无损香港司法独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中央政府在港设立维护
国家安全公署。针对舆论关切和各种观点，
法律专家分析指出，中央授权香港特区管辖
绝大部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只保留极
少数特定情形下案件的直接管辖，以防因特
区不履行、无法履行或无力履行职责导致国
家安全受损甚至失控。驻港国安公署行使管
辖权，无损香港特区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和
终审权。

在世界各国，国家安全都是中央事权，
属中央“保留管辖”事项。对香港发生的所有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中央原本都有权
直接管辖，但基于“一国两制”原则，以及对
香港特区的充分信任和对特区独立司法权
和终审权的尊重，中央授权香港特区管辖绝
大部分案件，只保留在极少数特定情形下对
特区办不了的案件的直接管辖，并要经过严
格的审批程序。

“这是中央对香港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
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支持和加强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工作，保障‘一国两制’在正确轨
道上运行，是合宪合法的。”武汉大学副校长
周叶中说。

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驻港国安公署
有责任确保有关法律执行到位、有效实施，
将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建立协调机
制，监督、指导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专家
指出，驻港国安公署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机构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不影
响特区的执法行为，也不影响特区法官对具
体案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存在干涉香
港特区司法独立问题。

关于驻港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的“特定
情形”，香港国安法有清晰划定：一是案件涉
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特区
管辖确有困难的；二是出现特区政府无法有

效执法的严重情况的；三是出现国家安全面
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并且，香港国安
法对驻港国安公署等行使管辖权规定了严
格的审批程序。

周叶中指出，香港国安法设置了中央和
特区两个层面的维护国家安全机构体系，分
别赋予不同的职责职权。香港特区维护国家
安全机构负责常规案件的一般管辖，驻港国
安公署对特定案件进行直接管辖，二者不存
在冲突，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同时，
香港国安法关于案件管辖权划分的制度设
计，也说明中央充分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作为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特区在维护国
家安全方面的能力和手段是有限的，有“无
权管、无力管、管不了”的情形，甚至在一些
极端情形下，地方政府自身安全也需要中央
政府加以保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
飞龙指出，中央保留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必要的、最后的管辖权，是防止出现因香
港特区不履行、无法履行或无力履行职责导
致国家安全受损甚至失控的严重后果，确保
国家安全在香港安然无虞。但是，由驻港国
安公署管辖的案件是极少数，其拥有的管辖
权具有支持、督促、补充、兜底的作用。

香港法律界有人称，中央对极少数危害
国家安全案件行使管辖权，侵犯了香港特区
依据基本法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专家认为，这种说法完全颠倒黑白、本末倒
置。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是直辖于中央
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其司法管辖权源于
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基本法的授予。基本法第
19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管辖权
本身就是有限制的，香港法院除继续保留原
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外，
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

田飞龙指出，明确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对
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权，是

适应“一国两制”实践发展
的新需要，是对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
补充和完善。有关规定有
利于堵住疏漏，防范、制止
和惩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行为，共同构建更加
严密的国家安全制度体
系，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驻港国安公署在港行使执法权
必要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驻港国安
公署执法权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此，
法律专家指出，驻港国安公署在特殊情况下
拥有执法权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行使相关
权力是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和
司法工作的有力支持和补充。同时，驻港国
安公署行使执法权完全不违反香港基本法
有关规定，更不会侵犯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驻港国安公署办理案件适用
内地刑事诉讼法不违反基本法

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驻港国安公署在
香港特区办理有关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
诉、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
律规定。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8条规定，全国
性法律列入附件三，才在香港特区实施。驻
港国安公署执法时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是否违反基本法规定？

法律专家就此分析指出，基本法第18条
规定的是全国性法律完整地、普遍地适用于
香港特区的情况，包括实施范围是整个香港
特区，实施主体主要是香港特区，适用情形不
受限制，适用对象是香港特区所有人。而根据
香港国安法规定，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
机关办理的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实施主体是驻港国
安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适用情形不是所有
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是严格限定于
香港国安法规定的三类特定情况，适用对象
客观上也限制在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分子，不是针对香港特区所有人。因此，不存
在抵触香港基本法第18条的问题。

驻港国安公署依法逮捕犯罪
嫌疑人并押解至内地不违反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
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
系和相互提供协助。”香港基本法第95条规
定了香港特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司法机关之
间的司法协助，包括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专家指出，驻港国安公署管辖的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中，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并押

解至内地，与基本法第 95 条规定的情形不
同。从行为本质看，刑事司法协助是协助或
代为履行一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或刑事实体
权利的活动，本质上是两个平等主体间的相
互合作关系，是基于对方请求而给予的帮
助。驻港国安公署按香港国安法规定在香港
特区进行执法，是独立的，并不依赖于香港
特区提供协助和便利。

两者的区别体现在几个方面——
从活动主体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发生

在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而驻港国安公
署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55 条进行执法，是代
表中央政府在港行使管辖权，与特区并非平
等的主体。

从权力行使依据看，刑事司法协助的主
要依据是基于双方合意的有关协定或实践惯
例，而驻港国安公署根据香港国安法第55条
进行执法，主要是基于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对
香港特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辖权，
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在管辖权上的划分。

从活动内容看，刑事司法协助主要是司
法领域的合作，而驻港国安公署和国家有关
机关对香港特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
使管辖权，是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
和执行刑罚等所有环节的全流程管辖。

驻港国安公署行使执法权
不会侵犯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专家指
出，驻港国安公署在对相关案件进行管辖
时，定将充分保障香港居民根据香港基本
法和两个相关国际人权公约适用于香港的
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
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
利和自由。

从程序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保护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证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权利
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驻港国安公署将
严格按照香港国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开展有关工作，并依法接受国家
监察机关监督。之所以作出如此严格的规
定，就是要确保驻港国安公署行使执法权不
会侵犯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27 年时光，足以改变一个人，但湘
潭广播电视大学会计专业教师张菊云
27 年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初心不
改，无论优秀教师、市级优秀党务工作
者、三等功等荣誉加身，她总说：“我只
有一个不变的身份——教师。”

“老师，这个问题能解答吗？”由于
广播电视大学的特殊性，课程基本都安
排在节假日和晚上，这天晚上张菊云下
课到家已是晚上10时，手机QQ忽然蹦
出消息。原来是学生有疑问，但这个问
题和张菊云教授的课程关联性较小，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有义务为他解
答。”张菊云迅速查阅书籍资料，又请教

同事，通过耐心讲解终于解开了学生的
疑问。

这样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当学生
表示“明白了”，时钟已指向12时，而屏
幕前的张菊云已经被肩周炎折磨得表
情失控，“幸好是文字和语音解答，若视
频解答，学生看到了会影响他的学习状
态。”哪怕身体超负荷，她首先想到的还
是学生。

有学生这样评价张菊云——像老
师也像妈妈。2013 年 3 名学生参加湘
潭市职业技能竞赛，为保证学习效果，
张菊云把学生约到家中指导，不仅悉心
指导学习，还亲自下厨给学生改善伙

食，“吃好了，才能更有精力学习比赛。”
师者父母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老师真的待我像亲人一般。”吴
海燕是2020年的毕业学员，也是一家餐
饮店老板，她对论文指导老师张菊云感
激不尽。原来，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她的
餐饮店经营受挫，屋漏偏逢连夜雨，她的
家庭遭遇变故、餐馆员工受伤……接二
连三的打击，让她疲于应付生活困境，一
度准备放弃论文写作。张菊云跟着着
急，经常电话、微信沟通，设身处地的为
学员实际着想，调整初稿层次、润色文章
语句、理顺文章内容……在张菊云的支
持下，该学员论文获得优秀。

张菊云从教 27 年，和学生的故事
很多很多，她说教师工作是她的梦想，
所以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她将为梦想
驰而不息，奋斗终生。 （赵 明）

学生永远第一位

“考察期间收受企业负责人学习
慰问红包。”“工作开展中跑风漏气、履
职履责中审核把关不严、监管不力甚
至不作为缓作为。”6 月 30 日，湘潭天
易经开区召开 2020 年党风廉政警示
教育大会，天易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
工委书记陈群量通报天易经开区近几
年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情况并作讲
评，天易经开区党工委负责人、各部门
科长以上人员和天易发展集团全体干
部职工共110人接受警示教育。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
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国
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
监督。2017 年以来，天易经开区纪工
委监察局在县委、经开区党工委和上
级纪委监委的坚强领导和精心指导
下，紧贴园区经济发展大局，聚焦“六
大纪律”，严格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和监
督调查处置职责，精准监督、精准执
纪、精准问责，营造了园区风清气正的
良好发展氛围。三年来，园区党员干
部职工因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

查 23人次，党纪政务（政纪）处分 22人
次，其中党内严重警告或记过以上处
分10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人，开除
党籍 2 人；其中 2017 年纪律处分 4 人，
2018 年纪律处分 8 人，2019 年纪律处
分10人，2020年立案调查1人。

陈群量指出：园区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两个责任”的落实、离不开干事
创业的担当、离不开遵纪守法的底
线。领导干部要担当组织领导之责，
坚持以上率下，当好“领头雁”；要担当
学习教育之责，强化责任意识，念好

“紧箍咒”；要担当建章明规之责，规
范权力运行，扎好“制度笼子”；要担
当推动落实之责，着力改进作风，种好

“责任田”；要敬畏纪律，做到知纪守
纪，不以“小事无碍”放纵自己；要慎独
慎微，自觉约束言行，不以“无人知晓”
麻痹自己；要守住底线，依规行使职
权，不以“下不为例”原谅自己。

天易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谭海洋在会上要求：当前，
园区面临的经济发展压力很大，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也更加艰巨，坚定不移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两个责任”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大家要坚决做到“四好”：切实履行好
两个责任，建立健全好规章体系，积极
营造好干事氛围；严肃查处好违纪行
为。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爱党爱国、爱岗敬业、
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既要
有淡然心态，对金钱名利保持“平常
心”，又要有担当作为，敢于担当、善于
担当，为园区更美好的明天贡献力量。

会议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国家
监察第二集》，组织学习了省纪委《关于
平台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的通报》《关于7
起典型违纪问题的通报》《关于两起不
作为乱作为侵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的
通报》。大会结束后，参会人员纷纷表
示：会议以案为鉴，使人警醒，我们将坚
持在各自的岗位上履好职、尽好责、守
好廉洁的底线，努力干事创业，主动但
当作为，为创建千亿园区、国家级经开
区而不懈奋斗。（曾佰龙 张 缤）

湘潭天易经开区开展警示教育
以案为鉴 律己守正

据新华社香港7月3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发言人3日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二条，香港

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香港特区国安委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

任主席，成员包括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
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警务处副处长

（国家安全）刘赐蕙、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香
港海关关长邓以海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
基。陈国基同时兼任特区国安委秘书长。

香港特区国安委按香港国安法第十五条
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的骆惠宁出任，并将列席特区国安委会议。
林郑月娥对此表示欢迎。她同时欢迎国务院3
日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公署作出的相关人员任命。

发言人还宣布，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八
条的规定，特区政府律政司就国家安全犯罪
案件而设立的专门检控科正式成立。

香港特区国安委正式成立
林郑月娥担任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