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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全国
人大外事委员会16日就美国国会众
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发表声明，声明如下：美国国会
众议院于当地时间10月15日通过由
少数议员提出的所谓“2019年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公然插手香港事务，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全国人大对
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全面有效实
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
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香港同胞享
有广泛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然而美国
国会众议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是非
不分，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无视香港一些激进势力和暴力分

子严重破坏香港社会安全稳定、公然
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带有恐怖主义
特征的暴力犯罪事实，无视香港社会
各界的民意诉求，以“人权”、“民主”之
名，行搞乱香港，牵制中国发展之事。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

中国的内政，香港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
国插手。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及一
些政客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恪守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
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多做有利于
中美两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
院全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会众
议院全会当地时间15日审议通过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我们对美国国会众议院

执意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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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秩序、维护法治的问

题。美国国会众议院罔顾事实、颠
倒黑白，把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
力袭警等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
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充分
暴露了美方一些人在人权、民主问
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美

国在香港也有重要利益。如有关法
案最终通过成法，不仅将损害中方
利益，损害中美关系，也将严重损害
美国自身利益。对于美方的错误决
定，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
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

“我想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
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我们奉
劝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
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立即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
政。”耿爽说。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 16
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谈
话，对有关做法表示严正抗议和强
烈谴责。

杨光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0月
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国政府

多次强烈反对，通过了由部分议员提
出的《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这种行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
然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张目打
气，充分暴露出美国国会众议院和一
些政客借打香港牌牵制和遏制中国
发展的政治图谋。

杨光说，香港修例风波愈演愈

烈，与美方或明或暗地支持香港反
中乱港势力直接相关。近期，一些
暴力分子肆意进行打砸抢活动，阻
碍交通，损毁公共设施，向正在运行
的地铁投掷汽油弹，制造遥控土制
炸弹，动辄围殴表达不同意见的普
通市民，袭击警员、抢夺枪支并以利
器割伤警员颈部等，严重危害公共

秩序和公共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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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暴徒
犯下的这一桩桩罪行，美国国会众
议院和一些政客却视而不见，甚至
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异于助纣为
虐，难辞其咎。

杨光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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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奉劝美国国会及一些政
客尊重客观事实，立即终止有关法
案的后续审议程序，不要错上加
错。没有美国的干预，香港会更加
繁荣稳定。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

新华社香港10月16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负责人10月16日发表声明，对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和
严厉谴责。

该负责人指出，美国国会和少数
政客对香港所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视

而不见，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把肆意
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严重犯罪
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恶意诋毁中
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所通过的涉
港法案是公然为香港极端激进分子撑
腰打气，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
政。试问如果美国出现香港这些极端
暴力行径，美国政府和警察将如何自

处？美国历史上许多处置暴力事件的
例子都告诉我们，美国部分政客对香
港事务横加指责，是赤裸裸的“双重标
准”，充分暴露了美方一些人在人权、
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该负责人重申，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

公认的成功。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
利益。美国国会众议院这种行为不仅
严重伤害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
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将严重损害在香
港有着巨大投资的美国企业、个人、商
会的利益，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该负责人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

估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一国两制”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我们正告美国部分政客，立即收回干
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黑手，停止
操弄推动有关涉港法案的把戏，任何
搞乱中国、破坏中国“一国两制”的企图
都是痴心妄想，注定以失败收场。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

据新华社香港 10 月 16 日电
外交部驻港公署16日发表声明指
出，美国一些政客罔顾事实，颠倒
黑白，执意通过所谓“2019 年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涉港议案，
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
挑衅“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粗暴
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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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表示极度愤慨和强
烈谴责。

声明表示，美方一些政客打着
“人权与民主”的幌子，居心叵测地
破坏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
心地位，色厉内荏地恐吓止暴制乱
的正义人士、明目张胆地给香港极
端暴力分子“铺后路”。这坐实了
美方这些政客就是香港乱局延宕

至今的背后指使者、操纵者，坐实
了美方一些势力企图在港制造“颜
色革命”、打“香港牌”，让香港继续
乱下去，趁火打劫，遏制中国发展，
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声明强调，这些美国政客将自
己摆在“法官”和“教师爷”的位置
上，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大放厥
词，对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抹
黑诋毁。我们不禁要问：你们哪来
的资格和底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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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美国内处置示威活动
充分授权、毫不手软，对仅在2017
年美警方就开枪打死近千人的事实
视而不见、避而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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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法治的主流民意和强烈呼

声充耳不闻，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
什么？

声明指出，香港回归以来，“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
公认的成功。香港同胞享有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
由。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都不
会否认的事实。任何外部势力企图
分裂中国都是痴心妄想。任何外来
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压不垮包括
750万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
人民。

声明强调，我们敦促美有关政
客认清历史大势，悬崖勒马，立即
停止推进相关法案，停止插手香
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再
次正告美方政客：打“香港牌”绝
不会得逞，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

美方打“香港牌”绝不会得逞

据新华社香港 10 月 16 日电
（记者周文其）香港特区政府16日表
示，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另外两项有关
香港的法案和议案感到遗憾。特区
政府发言人强调，外国议会不应以任
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

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过去数
月在香港发生了连串示威及公众
活动，部分活动最后演变成暴力违

法事件，使得地区及民生设施遭受
破坏，市民受到伤害。对此，警方
一直保持克制，严格按照法律执
法。警方根据武力使用指引，在实
际可行的情况下，在使用武力前发
出警告，同时只使用适当的武力。
警方执法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
市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将违法人
士绳之于法，令社会恢复秩序。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保障人

权和自由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
任。香港基本法第四条指出，香港
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香港特别行
政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
由。同时，人权和自由还受到《香
港人权法案条例》及其他法律的充
分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也
将继续有效。特区政府十分重视、
必定全力维护人权和自由。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遗憾

强调外国议会不应干涉香港事务

美国时间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由部分议员提出的《2019年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
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以决定是
否维持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还威
胁要制裁特区政府官员等等。这个
所谓的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
然为香港暴力分子张目，粗暴干涉香
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充分暴露了
美反华势力妄图借打香港牌牵制和
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势力无权干
涉。香港回归22年来，“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
落实，香港居民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
得到充分保障，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繁荣稳定，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
所公认的客观事实。美众议院及一些
议员公然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完全无视基本事实，睁
眼说瞎话，以人权、民主为名，行霸权
干涉之实，用国内法干涉中国内政，这
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民的严重挑衅，“美式霸凌”和双重标
准的虚伪嘴脸显露无遗。

大量事实证明，4个多月来，在美方
反华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下，香港激进
暴力分子以反修例为借口，肆意破坏公
共秩序、毁坏公共设施、暴力袭击警察
和无辜市民，到处大搞打砸抢烧，手段
越来越激烈，性质越来越恶劣。在香港
围绕修例出现的风波，正在美西方外部

势力的插手干预下演变为一场“港版颜
色革命”，香港正被推向危险的深渊。

对于暴徒在香港疯狂、令人发指
的暴行，美国反华势力和政客非但一
句谴责也没有，反而予以美化和支
持。彭斯、蓬佩奥和佩洛西等政客多
次高调接见“反中乱港”头面人物，为
他们撑腰打气、站台背书，为香港乱局
火上浇油。日前，美国参议员克鲁兹
还跑到香港大放厥词，将香港警队的
正当执法污蔑为“暴力镇压”，将暴徒
恶行美化为“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抗
争。现在，美众议院又通过所谓的涉
港法案，向香港暴力分子发出了更为
严重的错误信号。这一系列霸道、卑
劣、丑陋的行径，让世人更加看清美国
反华势力无视香港民众安全福祉，存
心搞乱香港以遏制中国的政治图谋。

这一法案也是损人不利己的。美
国在香港有8万多居民，1300多家企业
和大量投资，如果香港繁荣稳定受到影
响，其结果不仅损害了中方利益，也损害
了美国利益，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
主流民意，中方向美方粗暴插手说“不”
的声音，也是十分清楚、明晰的。香港
是中国的香港，美方“以港遏华”的图谋
必遭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民坚决而有力的反对。我们奉劝美国
国会一些人赶紧收回伸向香港的黑手，
立即终止有关法案的后续审议程序，不
要在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关系的错
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更不要低估中国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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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

的国家机关、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或场馆机构（如
体育场馆、科技场馆、文化场馆）。公共机构的能
源消耗包括公共机构使用的煤、燃气、燃油、电、热
力等各种能源（含车辆能耗）。为有效推动海南省
公共机构节能，强化节能监督考核量化依据，完善
公共机构节能客观评价标准，促进公共机构精细
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的
表率作用，我省组织制定了海南省地方标准《海南
省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DB46/T 481-
2019）。

该标准规定了海南省各类型、各层级公共机

构能耗的术语和定义、定额指标、统计范围、计算
方法、节能量交易及管理措施等，其中，标准中规
定能耗定额指标分成三个等级：

一是约束值，指实现公共机构正常运行所允
许的能耗指标上限值，这一指标是强制性指标，是
公共机构必须达到的能耗上限指标，可以为公共
机构节能考核和节能管理提供依据，为节能主管

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二是基准值，指公共机构正常运行且采取一

定的节能管理技术措施后的可达到的能耗水平，
这一指标可以为未达到能耗定额指标要求的公共
机构在运行中实施节能审计、节能改造等措施提
供目标；

三是引导值，指公共机构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提升能效的努力目标，可作为公共机构开展节能
工作的标杆。

例如，标准中规定省直机关的能耗限额（详见
下表），约束值是不允许超过的最高能耗限额值，
基准值是省直机关采取一定的节能管理技术措施
可望达到的能耗限额值，而引导值是最优秀的节
能单位可达到的能耗值，起到标杆作用。

制定和实施该标准，将进一步明确海南省公共
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的合理范围，引导公共机构绿色、
节能运行，有利于激励不同经济发展区的同类型公
共机构相互学习节能先进管理经验，提高海南省公
共机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同时为我省开展公共机
构的能耗定额管理、能耗考核提供了标准依据。

该标准由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起草，海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审核、发布，海南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归口管理。

《海南省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
公共机构
类型

省直机关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m2 · a）

约
束
值

9.7

基
准
值

7.3

引
导
值

4.9

单位建筑面积电耗
kWh/（m2 · a）

约
束
值

76.3

基
准
值

44.2

引
导
值

30.1

人均综合能耗
kgce/（p · a）

约
束
值

365.2

基
准
值

229.3

引
导
值

143.1

中国内政不容干涉
——评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涉港法案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6 日电 （记 者 周 文
其 郜婕 方栋）美国东部时间 15 日，美国国
会 众 议 院 通 过 所 谓“ 香 港 人 权 与 民 主 法
案”。香港社会各界 16 日表示，美方行径的
实质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香港市民福
祉与社会繁荣稳定，希望广大市民共同反对
美方恶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
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指出，香港
市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香港基本法和其他
相关法律的充分保障。美方所谓“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并不是为了香港好，而是以本
国立法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她希望美国能够回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框架内，以尊重共赢、求同存异、互
不干涉内政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在香港事
务上尊重“一国两制”，而不是用惩罚性、制
裁性措施。

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
美方涉港法案显然是政治操作，目的是通过
打击香港制约中国发展。希望中央政府及
特区政府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向美方强调香
港特区一直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实
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希望美方立刻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
示，美方部分政客的行为完全无视暴徒打砸
商铺、四处纵火等恶行，为他们撑腰打气，煽
动他们继续肆意破坏、危害香港社会安宁与
繁荣稳定。当今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是相
互联系的，部分美方政客损害香港发展的举
动，也将威胁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利益。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认为，美众
议院通过涉港法案的行为，是公然把“民主”

“人权”作为干预香港事务、打压中国发展的
工具。一些无良无耻的香港反对派分子更
与美方政客相互配合，与广大香港市民为
敌。奉劝美国一些政客立即停止干预香港
事务，不要损害香港市民的福祉。

全港各区工商联会会长卢锦钦指出，香
港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保持香港繁荣
稳定符合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利益。然而，
部分美国政客一再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
气，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事实上，回
归以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的地位不断巩固，香港同胞享有比历史上任
何时候都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表示，一些
美国政客不谴责香港暴力示威者大肆破坏
的恶行，反而通过不同方式鼓励暴徒、打击
香港特区政府严正执法的权威，这赤裸裸地
反映出其颠倒黑白、罔顾事实的丑陋嘴脸。
当前，一些美国众议院议员打着虚伪的民
主、自由口号，伤害香港市民安全生活这一
基本权利。香港人必须认清事实真相，不要
沦为这些政客的棋子。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执委会主席马恩
国表示，涉港法案是美方向特区政府施压
的一种政治手段。美方这种以本地立法向
其他司法管辖区施压的做法，已经超越了美
国众议会权限，也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相关决
议的规定，即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经济、政
治或其他手段干预他国内政。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应该干涉香
港事务。

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创会主席简松年指
出，美方涉港法案中威胁取消香港独立关税
区待遇等措施，会对企业家、从业人员等施加
较大压力，使得他们担心香港发展前景、削减
部分投资，进而威胁香港经济增长与市民福
祉。希望广大市民抵制美方部分政客的恶
行，坚定支持特区政府捍卫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
海明表示，美方的恶行绝不是单方面的。香
港作为知名国际都市，有许多国家的人士在
香港经商、读书、工作等，其中美国企业在香
港设有数百个地区办事处、数万名美籍人士
在港居住，美方的行为会导致美国自身利益
遭受严重损失。

梁海明认为，外国企业投资香港时最看
重的是香港资金自由流动、司法独立、背靠
内地等优势，因此只要中央政府继续支持及
特区政府积极施政，香港可以维护好自身利
益，消除美国涉港法案的不利影响。

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朱家健指
出，部分香港反对派人士乞求美国通过涉港
法案，实质上是配合美国反华势力损害香港
利益、阻碍中国发展，应当被包括香港民众在
内的广大中国人民唾弃。美方一些政客应当
认清当前的形势，停止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香港社会各界：

美众议院通过涉港法案
损害香港社会繁荣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