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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外交
部28日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发表声明，全文
如下：

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
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
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
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
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依法
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美方罔
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打砸

烧、残害无辜市民、践踏法治、危害社
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性
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险恶，其根本
目的是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
国两制”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国

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
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预。这
一所谓法案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
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
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
注定失败。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
定不移。我们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
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外交部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1月28
日发表声明，对美方将“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表示强
烈谴责。

该声明表示，当地时间11
月27日，美方不顾中方的强烈

反对，一意孤行，将“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是对中
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是对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
践踏。这部遭到包括香港同胞
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声讨的法案
充斥着偏见和傲慢，以恐吓和威

胁的手法对待香港，公然为反中
乱港分子提供保护，用心险恶。

该声明指出，中国政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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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想借搞乱
香港遏制中国发展，是枉费心
机，打错了算盘。香港的前途
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中，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步伐。

■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悍然
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
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
和人民坚决反对。我们正告美方，任何威胁都吓不倒
中国人民，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5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
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暴徒疯狂打砸、
肆意纵火、瘫痪交通、暴力袭警、残害市民，将香港推
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广大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和威胁。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
华势力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美
方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为了达到其险恶政治目
的，美国国会和一些政客不惜赤膊上阵，从幕后走到
台前，打着支持香港“人权”“民主”的幌子，不断发表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居心叵测地炮制、推动
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现在美方又不顾中方
的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将该法案签署成法，赤裸裸
地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为暴徒摇旗呐喊，这是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广大香港同胞共同
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美方这一系列恶劣行
径，不仅是和700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14亿中国人
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则作对。

美方的所作所为，再次暴露了其毫无底线的双
重标准和虚伪丑陋的霸权逻辑。企图以一国国内法
干涉别国内政，何谈民主？无视香港暴力犯罪行为
造成的破坏，何谈人权？把暴徒丧失底线、泯灭人性
的行径美化为追求“人权”与“民主”，为暴力行为火
上浇油，其根本目的是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
国两制”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其用心险恶歹毒，昭然若揭。

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回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美方应该清楚，任何威
胁都吓不倒中国人民，只会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众志成
城的民族精神；任何压力都压不垮中国人民，只会让中
国人民更加看清霸权主义的本质。香港的繁荣稳定，中
国的发展成就，是靠自己奋斗打拼得来的，不是谁恩赐
的。任何人不要低估我们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决
心，不要低估我们维护“一国两制”的坚定意志，不要低
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和手段。

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注定失败。香港是中
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香港是中国的一
个特别行政区，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香港恣意
妄为。不管香港局势如何变化，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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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坚决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
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任何企图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阻碍中国发展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压不垮包括香港
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我们奉劝美方不要打错了
算盘，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
果；我们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
坚决反制，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新华社香港11月28日电 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11月28日发表声明，对
美方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签署成法，表示极大愤慨
和最强烈谴责。

声明指出，近一个时期以
来，美国国会和一些政客，罔顾
香港五个多月来持续发生的激
进暴力严重犯罪的事实，多次打
着支持香港“人权”“民主”的幌
子，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
言论，先后在众议院、参议院通

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现在美方又不顾中方
的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悍然对
该法案签署成法。这是对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其
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妄图以香
港事务牵制中国发展。我们对
美国一系列霸道行径表示极大
愤慨和最强烈谴责。

声明强调，美国这些政治游
戏操纵者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为

“叛国祸港四人帮”及反中乱港极
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气，为

暴力行为火上浇油，图谋毁掉香
港，其用心险恶歹毒，昭然若揭。
我们要正告美方以及唯美国马首
是瞻的香港少数反对派政客，不
要低估我们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
坚强决心，不要低估我们维护“一
国两制”的坚定意志，不要低估我
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能力和手段。美国当局这一系
列恶劣行径，不仅是和700多万
香港市民作对，和14亿中国人民
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
准则作对。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

予以坚决反制，一切后果必须由
美方完全承担！

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
国人有能力办好香港的事情。
我们将继续坚决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
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
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
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
犯罪分子，任何企图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
绝不可能得逞！

新华社香港 11月 28日电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28日发
表声明表示，美行政当局签署
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等，严重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
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公署予以强烈

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声明表示，美方所谓法案

颠倒黑白，充斥强盗逻辑，就
是纵容暴力犯罪，就是要毁掉
香港，破坏“一国两制”，就是
要阻挠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
兴，但这是徒劳的，是痴心妄

想。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
国人民不答应！国际社会也
不答应！

声明强调，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香港事务不容任何外部
势力染指，中国内政不容任何
外国干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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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
定不移。美方倒行逆施将遭到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迎头痛击！

新华社香港 11月 28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28日表示，对所
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另
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成为美
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美
方无视港方多次就两项法案提
出的切实关注表示极度遗憾。
两项法案明显干预香港内部事
务，既无必要，也毫无理据，更
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和利益。
特区政府发言人重申，外

国政府及议会不应以任何形
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
部事务。

发言人表示，两项法案并
不合理，其中的“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以人权及民主为
名，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
管制和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

措施，与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根
本无关。两项法案更会向示
威者发出错误信息，无助缓和
香港局势。

发言人说，美国在香港拥
有庞大经济利益，包括在过去
十年从香港赚取在美国的全
球贸易伙伴中最高的双边贸
易顺差，单是 2018 年已超过
330 亿美元。美国单方面改

变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将会
对双方的关系及美国的利益
产生负面影响。

发言人还表示，香港特区
政府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务实态
度，以香港和美国的互惠关系
和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为依归，
维持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和原则
立场，继续尊重香港作为一个
单独关税地区的地位。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
杨雅雯）在28日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
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
香港问题、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等
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驻香港部队参与清理
路障是社会公益活动

在回答如何评价解放军驻港部队
日前走出军营，在九龙塘联福道一带
清理路障的问题时，任国强表示，驻
香港部队以“自发义务”形式参与清
理路障，是服务人民的社会公益活动，
不存在违反驻军法和“一国两制”原则
的问题。这与驻香港部队多年来开展
的义务植树、无偿献血、慰老爱幼等
活动一脉相承，都体现了驻香港部队
官兵对香港市民的关心热爱，体现了人
民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于香港局势，习近平主席14

日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中央政府对
香港止暴制乱工作的最强音，为稳定
香港局势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任国强
表示，驻香港部队随时听从党中央、中
央军委指挥，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
履行好基本法和驻军法赋予的职责使
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
礁是屡教不改、明知故犯

关于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一
事，任国强强调，事实一再证明，美方
是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破坏者，是南
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是双方一线官
兵生命安全的危害者，是中美两国两
军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军队将一
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捍卫南海和平稳定。

任国强说，美军舰机擅闯中国南

海岛礁邻近海空域，屡教不改、明知
故犯，危害地区和平稳定，损害中国
主权安全，也危及双方一线官兵的生
命安全。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种侵
犯中方利益的行为。”他表示，中国军队
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共
识引领行动 行动促进安全

任国强介绍，这个月东盟防长扩大
会框架下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比较活跃、
密集展开。11月17日至18日，第十次
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第六届东
盟防长扩大会先后在泰国曼谷举行。
11月9日至22日，东盟防长扩大会反
恐专家组实兵演习在广西桂林举行。

他说，“会场”“训练场”相互呼应、
相得益彰，呈现出共识引领行动、行动
促进安全的特点，反映出近年来东盟

防长扩大会框架下的安全合作积极活
跃、走深走实。

“这些活动的成功举行进一步说
明合作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而对抗只
需要单方面就可以挑起。”任国强表
示，只要大家相向而行，都为和平添砖
加瓦，而不是捣乱添乱，则当下无忧、
未来可期。

中巴将举行海上联合演习

任国强证实，根据中巴两军年度
军事合作计划，双方将于2020年1月
上旬在巴基斯坦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
习。中方将派出驱逐舰、护卫舰、补给
舰、援潜救生船等参演。

他表示，此次演习有利于深化中
巴两军安全合作，巩固发展中巴全天
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演习与地区局势无关，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将
开展“光明行动”医疗服务

任国强介绍，应吉布提政府邀请，
经习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12月1日
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
障基地将与吉卫生部合作，依托驻吉
保障基地医院和吉贝尔蒂医院开展

“光明行动”专项医疗服务，为驻地白
内障患者提供义务诊疗，免费实施白
内障康复手术。

任国强说，自2017年8月1日开
营以来，解放军驻吉保障基地积极提
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通过多种方式
造福驻地人民。事实证明，中方在海
外建设必要的保障设施，是在履行国
际责任和义务，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当地和平稳
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及造福驻地民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后，我们
还将继续力所能及地开展类似行动。

国务院港澳办强烈谴责

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涉港法案成为美国法律

就香港问题、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等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任何威胁
都吓不倒中国人民
——干涉内政不会得逞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
电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8日
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
德，就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签署成法提出严正交涉和
强烈抗议。

乐玉成指出，美方将所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

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
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强烈愤
慨，坚决反对。

乐玉成强调，香港是中国
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不容任何外国政府和外国
势力干预。中国政府维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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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玉成强调，中方强烈敦促

美方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不得
将该法案付诸实施，立即停止插
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
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
合作造成更大损害。对美方的
错误举措，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
制，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美方
完全负责。

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自8月份挂牌以来，基本上每周都有产业项
目落地，已成为临港新片区的常态。28日，包括
盛美半导体、东电电子等7个重大产业项目又与
临港新片区签约，涉及总投资超150亿元。

根据最新发布的产业地图，临港新片区将聚
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
源汽车、装备制造、绿色再制造七大前沿产业以及
新型国际贸易、跨境金融服务等五大现代服务业，
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

要想引来“金凤凰”，必须种好“梧桐树”。在
临港奉贤园区的生命科技园，记者看到，设计简
约、布局合理的标准化厂房已具雏形，预计年底前
竣工，届时会有40家企业入驻。

项目经理彭静颖说，标准化厂房的底层高达
8米，主要考虑到生物医药企业安置发酵罐的需
要。“厂房的面积从2000平方米到15000平方米
不等，对应不同成长阶段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支撑。目
前，新片区“海”有洋山深水港，“铁”有规划建设中
的上海东站，“空”有浦东国际机场。另外，还有高
速公路和高等级的内河航道，综合运输条件就是
在国际上也处领先水平，能够对区内的贸易和产
业发展起到很强的支撑作用。

挂牌百日逾百亿产业投资落地

上海临港新片区
发展引擎强劲

今年前三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262.8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
产业投资 116.8 亿元，同比增长
64.6%，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
下，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交出了一
份令人振奋的成绩单。

28日，在挂牌满百日之际，临
港新片区发布产业地图、启用投资促
进服务中心，开始向特殊经济功能区
的目标加速迈进。

种下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

今年11月上旬，首批国产特斯拉的试制车
在临港正式下线。从工厂奠基到开始试生产，特
斯拉只花了10个月时间，“临港速度”由此在国
际上传开。

特斯拉的体验是临港营商环境的缩影。既
要强化基础设施“硬支撑”，更要优化发展“软环
境”，临港正在用高水平的环境建设推动高质量
发展。

核心人才“居转户”年限由7年缩短为3年、加
大人才公寓供给力度……近日，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发布的48条措施，吸引了海内外人才的关注。
除了“金领”“白领”，包括技能人才在内的“蓝领”，
也在临港新片区的引才范围内。新片区直接引进
落户的首批23类49项名录，覆盖车工、钳工、铣
工、焊工、电工、电切削工等职业。

给人才提供一展身手的广阔舞台，精准有效
的产业政策不可或缺。“对被评为国际首台的装备
项目，按合同金额的20%—30%比例进行支持。”
聚焦“国内空白”和“卡脖子”技术，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发布的40条支持措施“干货满满”，将进一步
推动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陈
杰表示，围绕前沿产业、高端服务、创新协同三大
功能，相关产业政策将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增强
区域创造力和竞争力，推动临港新片区实现更高
质量发展、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要进行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努力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
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
枢纽、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
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与国际经济
治理的重要试验田。”这是中央对临港新片区建
设提出的新要求。

聚焦“五个重要”定位，新的探索在新片区拉
开序幕。比如，“离岸业务”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
个陌生名词，临港已经开始布局。11月中旬，法
国达飞海运集团租赁了两条11380标准箱的集装
箱船，标志着新片区首单跨境船舶租赁业务落
地。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还与出租方浦银金融租赁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区内企业和机构开展航
运融资结算业务，统筹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临港新片区将充分
发挥世界级海港、空港和自由贸易园区的优势，更
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设成为对内对外两
个开放扇面的枢纽。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朱芝松说，对标“五个重要”定位，临港新片区将
不断做大经济总量，通过重大项目引进落地，始
终保持每年20%左右的较高增速。同时，加快
探索更具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承担更大的
风险压力测试，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真正成为
制度创新高地。

（新华社上海11月28日电 记者何欣荣 杨
有宗）

既强化“硬支撑”
更优化“软环境”

“五个重要”定位
指明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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