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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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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
布实施，这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重要
里程碑。这部法律符合宪法和基本
法，符合国际通例和法治原则，充分
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充
分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
自由，受到香港绝大多数居民和国际
社会正义力量的欢迎。

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一国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剑指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
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
家安全等为害最烈、影响国家安全
最突出的四类犯罪行为，具备强有

力的执行机制，对香港内外反中乱
港势力形成强大震慑。一小撮穷
途末路的反中乱港分子不甘心自
己的失败，丑态百出、摇尾乞怜，乞
求外国“干预”，鼓动西方“制裁”。
他们身后的外部势力也从幕后站
上前台，里应外合，高调声援，气势
汹 汹 挥 舞 起 所 谓“ 制 裁 ”的 大 棒 。
他们跳得越高，越说明他们被打中
了“七寸”；他们反应越强烈，越证
明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必要及时。

近年来，一些外部势力频繁就
香港事务指手画脚、煽风点火，公然
向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施压，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
气。特别是，他们利用香港在国家
安全领域的“不设防”，与香港反中
乱港势力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公然
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
大肆鼓动毫无底线的社会揽炒、经

济揽炒、政治揽炒，企图绑架香港前
途、毁掉“一国两制”，把香港变成反
中“桥头堡”、暴乱“大本营”、“颜色
革命”输出地。去年 11 月，美国将所
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
法；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又分别
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恶意诋
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这些行径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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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中国人民强烈谴责。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然而，每当中
国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某些权力的时
候，总有一些外部势力跳出来指责
说你们破坏了“一国两制”，侵蚀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好像香港的事情
中国什么都不能管，反倒他们可以
随意指手画脚。这种赤裸裸的霸权

行径，注定是不得人心的。人们清
楚地看到，美国自己筑起了维护国
家安全的“铜墙铁壁”，却对一个主
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维护国家安
全的正当之举横加指责，甚至以“制
裁”相威胁，其以香港为棋子、遏制
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其
彻头彻尾的双重标准和毫无底线的
强权逻辑暴露无遗。

中国人看人脸色、仰人鼻息的
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任何恫吓
和“制裁”都动摇不了香港的国际经
济地位，更吓不倒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到不断强起来的中国人民。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特殊经济地位，包括
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长期形成
的，是经过香港几代人奋力拼搏、打
拼造就的，也是得到国际社会广泛
认同，并且获得基本法保障的，不是
哪 个 国 家 、哪 一 方 可 以 予 取 予 夺

的。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的国际
经济地位，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香
港自身的营商环境、金融体系方面
的优势，取决于祖国经济发展的势
头和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力度，对以
上两点，我们充满信心；对香港的未
来，我们充满信心。

香 港 是 中 国 的 香 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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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将遭到坚决回击和有力反制。至
于那些包藏祸心的外部势力，他们
通过所谓“制裁”阻挠香港国家安全
立法的企图已是徒劳，他们不惜毁
掉香港以阻遏中国发展进程的图谋
注定失败！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法律利剑 长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提升至Ⅲ级

新华社武汉7月4日电（记者李思远）受强
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出口控制站水
位较历史同期偏高0.8米至2.3米。据预报，长江
中下游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将持续上涨，即将超
过警戒水位。鉴于当前长江流域洪水防御的严峻
形势，经研究，长江水利委员会自4日12时起将
长江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长江委要求，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江苏、上海、贵州省（直辖市）水利厅（局）
要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工程科学调
度，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
作。同时，也要提请基层政府组织做好防范应对
和人员转移等相关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日10时，“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在长江
上游形成。根据《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防御预案（试
行）》规定，长江委于2日11时启动了长江水旱灾
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7月4日，防疫人员在卢沟桥景区进行环境
消毒。

当日，北京市丰台区组织防疫人员、安全监察
部门人员对社区、超市、公共场所进行大规模环境
消毒及疫情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市民生活和工作
环境安全。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北京丰台：

开展环境消毒
保障市民安全

7月4日，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第二中学的
高三学生将同学抛起。

2020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同学们从
容应对，以良好的状态迎接高考的到来。

新华社发（梁利 摄）

信心满满迎高考

正在建设的迁安市金岭铁矿矿山公园（7月4
日摄，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河北省钢铁重镇迁安市把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将矿山修
复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等领域有机
结合，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游则游。截至目前，
该市已完成矿山绿化及复垦近3万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修复矿山“疮疤”
绿化美丽家园

“香港国安法是一部很好的法律，
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原则，兼顾内
地与香港法律制度的差异，尊重和保
障香港市民的合法权益。惩治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将推动香港恢复安
宁，并为解决香港其他深层次问题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香港特区政府首
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近日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

香港国安法将促进香
港社会安宁

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了分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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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类罪行和相应的处罚。

“过去，对于分裂国家罪、颠覆国
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

害国家安全罪，香港缺乏法律手段进
行惩治。对于恐怖活动罪，香港法律
侧重于打击国际恐怖分子在香港实施
恐怖袭击，对本土恐怖袭击的打击力
度不够。香港国安法实施，会使特区
政府相关部门有法可依，更好地惩治
上述罪行。”梁爱诗说。

“修例风波”以来，香港一些激进
分子持续进行各种暴力活动，严重影
响香港社会繁荣稳定。梁爱诗指出，
从这些不法分子的行为来看，他们很
多不仅是破坏香港治安，而且勾结境
外势力意图损害国家安全。因此，只
有采取有力的法律措施惩治，香港才
能实现长治久安。

“香港国安法将有效防范、制止
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行为和
活动，促进香港恢复安宁，并为解决
香港其他深层次问题创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梁爱诗说。

香港国安法不会损害
香港司法独立

对于有西方政客妄称香港国安法
将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梁爱诗予以
严正驳斥。她说，香港的司法独立不
会受到影响。

香港基本法第八十五条订明，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
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
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在香港基本法
等法律的保障下，香港法官能够无私
无畏地作出判决，不受任何干涉。”梁
爱诗说。

在梁爱诗看来，香港国安法兼顾
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的差异，尊重香
港普通法制度的一系列原则。“该法律

坚持了不具追溯力、无罪推定、保障当
事人诉讼权利等法治原则，没有损害
香港普通法制度。”她说。

根据香港国安法，中央政府驻港国
家安全公署对部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案件行使管辖权。梁爱诗指出，驻港国
家安全公署只会对极少数案件行使管
辖权，而且这些案件是特区政府难以处
理、无法有效执法或对国家安全构成重
大威胁的，因此有关规定合情合理。

香港市民将继续依法
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梁爱诗表示，回归以来，香港在国
际机构关于自由指数的排名中一向靠
前，司法独立和法制健全程度受到国
际社会认可，香港市民合法权利及自
由得到充分保障。

“根据香港国安法，在维护国家
安全时会依法保护香港特区居民根
据香港基本法和有关国际公约规定
享有的言论、新闻等方面的自由。在
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时，有关机构会坚持法治原则。因
此，香港市民的人权将继续得到充分
的保障。”她说。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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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法律生效，未来的关键是必
须做好法律的落实工作。相信在与驻
港国安公署等部门的合作下，香港特
区能够履行好宪制责任，切实维护国
家安全。”梁爱诗说。

（新华社香港7月4日电）

“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将推动香港恢复安宁”
——访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

江南进入梅雨时节。走进南京老
城南小西湖片区，老屋清水砖墙、条石
台阶，一户人家的灶台就设在进门过
道处，向外望，一位老大娘拎着马桶从
门口走过……门里门外，氤氲着这座
古城的“烟火气”。

景色别致，却是居民生活不便的
写照。2017年开始，兼顾古城改造与
保护的小西湖棚改工程启动，小规模、
渐进式开展“微更新”，居民向往的小
康生活正在变为现实。

小西湖片区是南京22个历史风
貌区之一，该片区串接夫子庙与门东
历史街区，片区内保留了传统建筑空
间格局，街巷宽窄不定、蜿蜒曲折。

70岁的陈鸿荣在堆草巷31号生
活了一辈子。院子看着还算宽敞，但
三户人家一分，人均居住面积就只有
10平方米左右。过道两侧搭个台子
就是厨房，几家背对背做饭。糊在墙
上的报纸已被熏得发黑，灶台上方的
电线乱成一团。

“前几年片区内有房子失火，消防
车堵在路口进不来。”陈鸿荣说。年久
失修、布局混乱、居住拥挤，是居民们
面对的共性问题。

一街之隔的“老门东”是热门景
点，白天游客摩肩接踵，夜间华灯绽
放。但对陈鸿荣这样的老街坊来说，
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南京市秦淮区政府委托南京历史

城区保护建设集团负责南京老城改造
具体工程实施。历保集团董事长范宁
坦承，“老门东”虽然保留文保、历史建
筑和古树古井，也留下了街巷，但采取
的还是先搬迁后改造的方式，造成大
量原居民未能回迁。“到了做小西湖片
区规划时，我们尤其注重留下生活的

‘烟火气’以及原居民的活态传承。”
据了解，小西湖片区改造采用了

“自下而上的更新思路”，让居民自主

选择迁与留：迁出的释放了空间，为改
善基础设施和植入新业态创造条件；
留下的自住或租赁，或在片区内整体
平移安置。

现在，陈鸿荣家的院子成了“共生
院落”——老屋一分为二，一半用于设
计规划师的工作室，一半作为生活用
房。改造后老陈将拥有独立厨房和卫
生间，告别如厕洗澡不便、液化钢瓶烧
饭的生活。

“等改造完成了，我要在过道里
放些椅子和茶具，给往来的游客歇歇
脚、喝喝茶。”陈鸿荣向记者描绘他的
计划。

据统计，小西湖片区810户居民，
50多个院落，没有迁走的居民占一半
左右。一边要彻底改造基础设施，一
边要尽可能不影响居民生活，把这两
件事都做好靠的是“绣花功夫”。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各类工

程机械都是适用于窄街小巷的迷你
版，燃气、雨污分流、光纤电缆等管网
也都铺设到了专门设计的微型管廊之
中。施工人员白天开工，到了上下班
高峰迅速打扫“战场”，尽量保障居民
们出入不受影响。

马道街29号被改造成一座临街咖
啡屋，整体风格保持历史感又兼具时尚
气息，还没开业就有人前来“打卡”。

将这栋两层小楼租赁给历保集团
的是屋主李彩风。家族四代人在这里
生活，95岁的老人对老屋充满了感情。
她告诉记者，一开始她在附近租房当起
了“监工”。当看到房屋结构没有变，外
墙青砖也得以保留，家里一件150年
的老家具修复后也搬到了咖啡屋中展
示，很多细节到位，她才放心下来。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韩冬青介
绍，棚户区改造要兼顾传统风貌区保
护，因此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
注重日常生活气息的保留，也要打造
生活公共服务、市政配套功能完备的
新型社区。

到今年年底，小西湖片区改造将
初见成效。到那时，走进蜿蜒的街巷，
传统江南民居、社区博物馆、大师工作
室、24小时书屋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
……老城南的故事将在这里延续，居
民的小康愿景也将照进现实。

（新华社南京7月4日电 记者蒋芳
杨丁淼）

古都老街重生记
——南京老城南的小康愿景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月亮木星土星
今明两晚上演“三英会”

据新华社天津7月4日电 天文专家介绍，7月
5日、6日晚，一轮圆月将“游走”于晶莹的木、土
二星之间，上演“三英会”的有趣景象。

进入7月，太阳系的“大个子”木星在人马座
逆行，日落后即从东南方地平线升起，亮度约-2.8
等，整夜可见，而有“指环王”之称的土星由摩羯座
逆行至人马座，日落后也从东南方地平线升起，亮
度约0.1等，也是整夜可见。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
志成介绍说，7月5日晚，在形似“茶壶”的人马座
旁，月亮将先后接近木星和土星。到了7月6日夜
晚，月亮移动到土星下方，月亮和土星垂直排列。
月亮与土星的角距离为3.8度。木星和土星的角
距离为6.4度，比5日时宽了一点。

记者了解到，木星和土星将于7月14日和7
月21日先后迎来“冲日”，这也是观测这两颗行
星的好时机，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不要
错过。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多国人士认为，香港
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是填补香港维
护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为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
律支撑。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
席苏廷德拉·库尔卡尼认为，发生在香
港带有分裂国家目的的活动显然得到
了外国势力的支持和鼓动。香港国安
法的通过和实施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
和香港稳定，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对此
指手画脚。

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

南达·古纳蒂拉克表示，一年来，发生
在香港的情况充分表明安全、稳定对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全国
人大推动涉港国安立法、维护“一国两
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香港国安
法的通过和实施将成为香港局势发展
的重要转折点，确保香港重新走上稳
定发展的道路。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团成员
法鲁克·汗表示，香港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保障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政
府的首要职责。香港国安法的通过
和实施有助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为
香港繁荣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
环境。

马来西亚新亚洲策略研究中心主
席翁诗杰说，香港国安法体现了“惩治
极少数、保护大多数”原则，对“一国两

制”有积极的加持作用，堵住了香港回
归后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
洞，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
繁荣发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

日本驹泽大学法学部教授王志安
认为，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在显示中国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坚定决心的
同时，也体现了对“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针的贯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
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香港国安
法重点打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
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这对有效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亚美尼亚和平委员会主席格里戈
尔·彼得罗相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任何打着民主幌子对香港国安
法指手画脚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民主应尊重和保护多数人合法权益，
不应为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背书。香
港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将有效维护中
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有利于香港
长期稳定繁荣发展。

埃及新闻总署政治院研究员侯赛
因·伊斯梅尔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
实施将为维护香港市民基本权利和香
港社会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制度
保障，相信该法将有效维护香港宪制
秩序和法治秩序，防范和遏制外部势
力在港从事破坏中国国家安全活动，
还香港一个安全、稳定环境，更好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
里奥·里奥斯认为，香港国安法充分
考虑两种制度的差异以及香港的具

体情况，它的通过和实施将为坚持和
完善“一国两制”在港实践起到保驾
护航作用。

奥地利奥中商业协会主席格奥尔
格·章格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出台符合

“一国两制”方针。世界上没有任何国
家能够容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
港国安法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定性为犯罪理
所当然。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
万德罗·卡瓦略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干涉。香港国
安法的通过和实施一方面体现了中国
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保
证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延续性，
它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

维护香港国家安全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多国人士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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