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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6月
30日上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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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这
部法律共6章、66条，是一部兼具实体
法、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
律。法律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分裂国
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罪四类罪行和处罚，案件管辖、法律适
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等内容，建
立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法律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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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要求，即依法征询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的意见，于6月 30日下午作出
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全国
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明确由香
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新
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的重要标志性法律，将切实有
效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香港长治久
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确保香港“一国
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并决定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30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经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公布实施，对此我们坚决拥护，
并将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国
安机构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作。

声明强调，在香港回归祖国23周
年之际，这部关乎香港长治久安、关乎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法律颁布
实施，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声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肩负着

14亿中国人民的重托，依据宪法、香港
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以高度负责
的态度进行有关立法工作，并广泛听取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和有关主要官员、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省级政协
委员、香港法律界及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
意见建议，立法程序周密规范、科学民
主。香港国安法堵住了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和制度漏洞，很好地体现了“一

国”和“两制”的统一、中央对港全面管治
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统一、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障香港市民合法权
益的统一。这部重要法律的实施是对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完善，使“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进入了新里程。

声明表示，按照法律规定，中央政
府和特区政府都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
构，共同构成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执

行机制。香港中联办将坚定支持特区
政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
主体责任，坚定支持有关机构全面履行
法定职责，有效防范、制止、惩治极少数
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切实保护大多
数市民合法权利和自由。香港是法治
社会，市民具有良好的法治素养，希望
并相信香港社会能够形成学习、尊重、
遵守香港国安法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加

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普法教育。
声明特别指出，中央对香港国安

法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已经作
了认真评估和充分准备，任何人都不
要低估中央维护香港国家安全的决
心，不要低估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后
的刚性约束，不要低估中央和特区有
关机构严正执法的能力。

声明最后强调，香港国安法颁布实
施，必将有力推动香港由乱而治、重新
出发。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决心坚
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将继续全力支
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相信风雨过后，“一国”
之本更加巩固，“两制”之利更加彰显，
香港发展的前景更为广阔。

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香港国安法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国安机构做好法律实施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30日发表声明表示，
坚决拥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
称“香港国安法”），国务院港澳办将全
力支持配合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作，
确保这一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
到位。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
港国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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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将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有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
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
供强大制度保障，香港也将迎来变乱
为治、重返正轨的转机。

声明指出，香港国安法在坚守“一
国”之本的同时兼顾“两制”差异，对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的构

成及其刑罚作出明确规定，并从中央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个层面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完全符合

“一国两制”方针，符合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
重大举措。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
极少数人来说，这部法律是高悬的利
剑；对于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包括在港
外国人来说，这部法律是保障其权利

自由和安宁生活的“守护神”。这一法
律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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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香港国
安法实施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有关执法、司法机构都将依法履职尽
责，共同确保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现行有关法律执行到位，对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产生应
有的震慑力，彰显法治威严。

声明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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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恫吓
和制裁都动摇不了香港的国际经济
地位，更吓不倒中国人民。中央政
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
界人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
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香港的长期
繁荣稳定。

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和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

国台办：

香港国安法必将斩断
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针对民进党当局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大肆攻
击诬蔑并扬言搞所谓“援助项目”，国台办发言
人朱凤莲6月30日应询表示，香港国安法对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类罪行和处罚作出明确规
定，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我们严
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损害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自食恶果。

朱凤莲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
实施香港国安法。

朱凤莲指出，香港国安法旨在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香港繁
荣稳定。民进党当局煞有介事地跳出来对香港国安
法说三道四，公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企图继续与乱
港分子勾连，危害国家安全，再次暴露他们图谋插手
香港事务、搞乱香港、谋求“台独”的险恶用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表声明：

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香港国安法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30日发表声明表示，特区政府欢迎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她相信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社会可早日恢复稳定，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林郑月娥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在征询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
后，将该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林郑月娥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
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也
和香港市民息息相关。鉴于香港特区面临的国家
安全风险日见凸显，中央从国家层面制定香港特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以堵塞香港在国家安全
方面的漏洞，实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次立法是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一步，可令香港
社会早日恢复稳定。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将尽快完成所需的
刊宪公布程序。她还表示，特区政府将按香港国
安法的规定，尽快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区政府律政司和警务处
将设立专职部门，负责履行香港国安法的相关法
律条文。

林郑月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草拟法律过程
中听取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并结合香港
的具体情况，表示衷心感谢，对广大香港市民踊跃表
态支持感到鼓舞。她说，有信心实施香港国安法后，
困扰市民近一年的社会动荡可以减退，局面稳定下
来，香港可以重新出发，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30日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发表谈话。

发言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
港国安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由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这
是香港恢复秩序、由乱及治的治本之
策，是“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

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
强大制度保障，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充分考
虑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
区的具体情况，从中央和香港特区两

个层面就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系
统全面的规定，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
确立的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彰显了

“一国两制”的内在要求。法律规管的
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
为，惩治的是极少数，保护的是绝大多

数。“法律实施后，香港的法律体系将
更加完备，社会秩序将更加稳定，营商
环境将更加良好，广大香港市民和国
际投资者都将从中受益，我们对香港
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

政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
政府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坚定不移，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
务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势力、任何
情况都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决心和意志，任何妄想利用香港
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图谋
都绝不会得逞。

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已分
别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发表声明。

外交部发言人就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香港国安法发表谈话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垦·天富天泰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垦·天富天泰位于海口市海垦路118号。项目于2019年6月
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2栋地上2-33层，地下2层商业、住宅
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对方案地下室、建筑单体平面功能及园林绿地
局部微调，并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补偿建筑面积
962.84m2。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 7月 1日至 7月 1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日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0）琼72技拍委7号

经海口海事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
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
乐东县尖峰镇龙沐湾土地证号为尖峰国用（2012）第005号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149408.69平方米，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0.4，终止日期：2080年3月30日。参考价：人民币567304796
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700万元。2、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海南省乐东县尖峰镇龙沐湾土地证号为尖峰国用（2012）第
00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164345.34平方米，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0.4，终止日期：2080年3月30日。参考价：人
民币618595860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200万元。3、海南中和（集
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乐东县尖峰镇龙沐湾土地证号为尖峰
国用（2012）第01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105328.09平方
米，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0.6，终止日期：2080年3月30
日。参考价：人民币411200863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200万元。
4、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乐东县尖峰镇龙沐湾土
地证号为尖峰国用（2012）第01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150381.38平方米，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1.2，终止日期：
2080年3月30日。参考价：人民币564381319元，竞买保证金：人民

币5700万元。
以上标的整体竞买优先，整体竞买保证金2.2亿元。若无整体竞

买则分开单项竞买。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
2020年8月4日10时。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8月3日17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
2020年8月3日16时前（以款到账时间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
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
支行；账号：1010854290001297。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72
执25号某标的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特别说
明：法院不负责本次拍卖过户的风险，其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可能发
生的变化由买方自行核查并承担；土地按现状拍卖，目前地上有一定
面积的海防林和经济作物，由买方自行核查并承担相关补偿费用；过
户税费按法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
联 系 电 话：0898-68529777 13976111340
法院联系电话：0898-66118205 18689898223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18195 18889180272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7月20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拍卖：
1、海南某公司100%股权及股权项下的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黎

安镇大墩村近海300.4亩土地使用权。土地参考价：150万元/亩；竞
买保证金6000万元。

2、位于海口市和平大道66号宝安·江南城一栋3层建筑【琼
（2016）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0240号】，占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840.98m2，房屋证载建筑面积1905.78m2（房屋实际建筑面积约
3100m2）。适合做公司办公楼，企业、私人会所和幼儿园等用途。参考
价4300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标的展示地点：
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7月19日下午16：00前来我
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电话：0898-
68522193、13976113935。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
B705房。网址：www.ronghepm.com。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心所向，众望所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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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处
理香港事务的重大举措，对于全面准
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
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
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同时，
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
题。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
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公然极力鼓吹

“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从事破
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一些外

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事务，为
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
护伞，利用香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
活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都深刻认识到，在国家安全方面
的长期“不设防”，使香港面临回归以
来最严峻的局面；内外部反中乱港势
力的勾连合流，已经成为“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最大敌人。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的提出首
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维护
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
制定有关法律，着力健全完善新形势
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宪法、香港基本
法和全国人大《决定》实施相关的制度
机制，着力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
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制
度缺失和工作“短板”，着力落实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和主要责任，着力从国家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两个层面、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两个方面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着
力处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与国家有关
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的衔
接、兼容和互补关系——这“五个着
力”，正是为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不变形、不走样，始终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

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是单一制
还是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于国
家立法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共6章、66
条，是一部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
法内容的综合性法律。法律明确规定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
责和机构，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
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

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罪行和处罚，
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人民
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机构等内容，建立起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这部法律，不仅堵塞了香港在维
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也
必将有力打击反中乱港势力的嚣张气
焰，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险，筑牢“一
国两制”的根基。

对香港来说，“一国”之本得到
巩固，“两制”之利才能彰显。应该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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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和活动，针对的是“港独”“黑
暴”“揽炒”势力，香港实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不会变，高度自治不会变，法
律制度不会变。有了国家安全这个
大前提，香港社会稳定才有保障，解

决发展问题才有基础，香港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和权利与自由才能得
到切实保障，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才能集中精力逐一解决经济民生方
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总而
言之，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
制”实践空间愈大。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
年。作为“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
制度化，香港基本法的初心，就是维
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
的繁荣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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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

“压舱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
们有足够的诚意和信心确保“一国两
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有足够的决
心和能力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
形、不走样。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在香港刊宪并即时生效

据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记者刘明洋）香
港特区政府新闻处30日晚发布公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30日在
香港特区刊宪公布，即日晚11时生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30日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在
征询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
会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将该法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香港国安法是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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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制定。香港国安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香港公
布实施，有关公布已由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
署，并于30日晚刊宪生效。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立法的目的是要
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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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的犯罪行为，针对的是极少数违法犯罪的人，保
障的是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生命财产以及依法享
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香港居民正当行使这
些权利时，无须担心触犯国家安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