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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外交部网
站24日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
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全文如下：

美国干预香港事
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
事实清单

一、炮制涉港法案，抹黑
中方对港政策，插手香港内部
事务，大肆干涉中国内政。

1、2019年11月27日，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为显示对反中乱港势力支持、
阻挠中国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的努力，签署美国国会炮制
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禁止向香
港警方出口相关弹药物项法案”。有关
法案污蔑中国中央政府破坏香港高度自
治，授权美总统对中方相关官员采取拒
绝入境、冻结在美资产等制裁措施，并要
求美国务卿每年提交香港事务报告，禁
止美国向香港出口催泪瓦斯、胡椒喷雾、
橡胶弹和电击枪等警用装备。

2、2020年7月14日，时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该法要求
制裁所谓与中方违反涉港义务有关的外
国个人或实体，以及同相关个人或实体进
行重要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并支持所谓
受“迫害”香港居民入境美国。同日，特朗
普签署13936号“关于香港正常化的总统
行政令”，认定香港局势对美国家安全、外
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威胁，并据此宣布国家
紧急状态，包括暂停和取消给予香港的特
殊优惠待遇、授权对香港实体和个人实施
制裁等。

3、2021年2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提出所谓“谴责中国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侵犯香港民众权
利自由的决议案”，污蔑抹黑中国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区政府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稳
定、保护香港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努力，该
案于4月19日获众议院全会审议通过。

4、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数项涉港消极
法案，包括：2021年 1月 25日和2月8
日，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柯蒂斯和联邦
参议员鲁比欧分别在众议院、参议院提
出“香港安全港法案”，要求美政府给参
与香港暴乱的“港独”分子提供难民身
份；2021年3月18日，共和党联邦参议
员鲁比欧提出所谓“谴责中国政府和中
国共产党在香港实施镇压，包括拘捕民
主派人士、一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
香港基本法的决议案”；2021年6月24
日，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提出“香港民
主国会金质奖章法案”，鼓噪向黎智英、
罗伟光、张剑虹、周达权、陈沛敏、张志
伟、杨清奇等香港《苹果日报》高管及该
报所有工作人员颁发美国会金质奖章；
2021年6月30日，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马利诺夫斯基提出“2021年香港人民
自由与选择法案”，要求为反中乱港分
子、违法犯罪人员提供庇护，为他们提
供赴美便捷通道；2021年6月30日，共
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提出“香港自由法
案”，要求授权美总统承认香港特区是

“独立国家”。

二、悍然实施制裁，妄图阻
挠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大
有关决定在香港顺利实施。

1、2020年5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和香港商
业优惠措施。

2、2020年6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宣布，即日起禁止美防卫装备
出口香港，并限制美国防、军民两用技术
出口香港。

3、2020年6月29日，时任美国商务
部长罗斯发表声明，正式取消对香港的
特殊贸易待遇，禁止向香港出售军民两
用高科技装备，并将继续评估取消香港
其他特别待遇。

4、2020年6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
布终止香港出口许可例外待遇，禁止向
香港出口国防设备和敏感技术。

5、2020年8月7日，美国政府以实
施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高度自治为由，
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
区政府官员。

6、2020年8月11日，美国国土安全

部宣布，自9月25日起，香港出口美国商
品必须注明来源地为“中国”，禁止使用

“香港制造”标签。
7、2020年8月19日，美国国务院宣

布暂停或终止同香港签署的移交逃犯、
移交被判刑人员、豁免国际船运利得税
等三项双边协议。

8、2020年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
根据“香港自治法”要求向美国国会提交
首份涉港报告，将10名中国中央政府和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列为所谓破坏香港自
治人员，威胁对与上述人员有关的金融
机构实施制裁。

9、2020年11月9日，美国国务院以
所谓威胁香港和平、安全和高度自治为
由，宣布制裁4名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
特区政府官员。

10、2020年12月7日，美国国务院
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
法、取消4名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资
格等为由，对14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实施制裁。

11、2021年1月15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以香港警方拘捕
55名所谓民主派人士为由，对6名中国中
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制裁。

12、2021年3月16日，美国国务院
更新“香港自治法”报告，以中国全国人
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有关决定和
实施香港国安法等为由，宣布更新涉港
制裁人员名单和追加金融制裁措施。

13、2021年7月7日，美国白宫发布
所谓《与香港有关国家紧急状态继续实
施的通知》，宣布延长所谓“针对香港局
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美国对港
制裁措施一年。

14、2021年7月16日，美国国务院、
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财政部以特区实
施香港国安法、《苹果日报》停刊等为由，
炮制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抹黑香港营
商环境，唱衰香港发展和“一国两制”前
景，并宣布制裁7名香港中联办官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发表所谓香港国安
法实施一周年声明，诋毁国安法，攻击中
国政府对港政策。

三、污蔑诋毁特区事务，
妄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破坏
香港繁荣稳定。

1、2019年2月25日，时任美国驻港
总领事唐伟康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达对
特区政府拟推动修订《逃犯条例》的担
忧，声称修例可能影响美国和香港的双
边协议实施。

2、2019年3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
表“2019年香港政策法报告”，妄称香港
言论自由被侵蚀，中国政府加大干预香
港事务，在多方面对香港造成损害。

3、2019年5月7日，美国国会“美中
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报告，污蔑
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侵蚀香港的
自治”，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在港经济
利益构成严重风险。

4、2019年5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
表声明，诬称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威胁香港法治，对此感到担忧。

5、2019年6月19日，美国国会众议
长佩洛西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早餐会
发言时，无视反中乱港分子的各种极端暴
行，声称“有200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
条例》，那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吗？”，公
然纵容和鼓励反中乱港分子采取违法暴
力手段同中央和特区政府对抗。

6、2019年7月26日，时任美国国会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诬称香港警方
在处理示威中使用暴力，令香港在管治
和司法方面的国际声誉受损。

7、2019年9月17日，美国“国会—
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举行香港局势听
证会，美化反修例暴力示威游行，抹黑特
区政府与香港警察有关处置，诬称其破
坏“一国两制”和香港自治。

8、2019年9月28日，美国“国会—
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就香港“占中”五
周年发表声明，抹黑“一国两制”和中央
对港政策。

9、2019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表示，希望香港抗议问题人道解
决，香港民众很伟大，他们挥舞美国国
旗，有超过200万人参与抗议，以前从来
没有这样的事情。

10、2019年10月24日，时任美国副

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发表
反华演讲，多次提及香港“修例风波”，妄
称“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表明中国
如果拥抱自由将会发生什么”。

11、2019年11月21日，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
过审议后发表公开讲话，妄称“中国对香
港完全自治的承诺已被打破”，刻意歪曲

“一国两制”、混淆是非。
12、2019年12月10日，美国驻港总

领事史墨客在香港《明报》撰文，扬言“美国
对香港人权承诺始终如一”，妄称“美制定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明美对普世价值
的承诺，反映美关注北京侵蚀香港自治”。

13、2020年5月22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就中国全国人大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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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声
明，将香港国安法污蔑为“强加”，“破坏
香港高度自治”。

14、2020年5月27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再次就中国全国人大即将审
议通过香港国安法发表声明，妄言美国
希望香港作为“自由堡垒”能够成为“专
制”中国的榜样，并向美国国会“证实”香
港不应再享有1997年7月前美国法律
赋予其的待遇。

15、2020年5月28日，美国国务院
向国会提交“2020年香港政策法报告”，
证实香港不能继续享有美国法律规定的
特殊待遇。

16、2020年6月30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诬称实施香港国
安法破坏“一国两制”，违反《中英联合声
明》和香港基本法所作承诺。

17、2020年7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
长佩洛西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香港
自治法案”后诬称，香港国安法对香港是

“残酷和全面的镇压，破坏香港自由，标
志‘一国两制’的死亡”。

18、2020年7月6日，美国驻港总领
事史墨客接受采访时诬称香港国安法侵
蚀香港人基本人权自由，营造自我审查
氛围，是香港的悲剧。

19、2020年7月14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支持香港反对派
非法举行的所谓“初选”。

20、2020年7月23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发表所谓“共产党中国与自
由世界的未来”反华演讲，恶意攻击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散播中国
威胁论，污蔑所谓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香
港的控制，将罗冠聪等反中乱港分子美
化为民主斗士。

21、2020年7月31日，时任美国白
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表示，美方反对香港
特区政府取消反对派候选人资格。

22、2020年8月7日，美国驻港总领
馆发表声明，诬称“香港国安法的目的不
是营造安全，而是要迫使民主派人士噤
声”，公然抹黑攻击香港国安法。

23、2020年9月11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就12港人偷渡案发表声明，
对案件指手画脚，干预中国司法主权。

24、2020年11月11日，时任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声称，中
方剥夺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资格的行
为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美方将确认
并制裁剥夺香港自由的责任人。

25、2020年11月12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就4名反对派议员资格被取
消发表声明，将中国全国人大的合法决定
污蔑为“对香港自由的猛烈攻击”，叫嚣将

“追究侵蚀香港自治与自由的官员责任”。
26、2021年1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就香港警方依法逮捕涉嫌违反
香港国安法的53名香港反对派人士发表
声明，叫嚣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有关
人员”，并扬言威胁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

27、2021年1月14日，美国“国会—
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表所谓“2020
年度报告”，诬称“一国两制”框架已被摧
毁，扬言通过本国法律庇护香港违法犯
罪分子，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蛮横施压。

28、2021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妄议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诬
称中国持续攻击香港民主制度，打击香
港民主进程。

29、2021年3月11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就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发表
声明，妄称这是“对香港自治、自由和民

主进程的直接攻击”。
30、2021年3月30日，美国国务院

发表所谓“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污
蔑香港国安法，抹黑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和警方严正执法。

31、2021年3月31日，美国国务院
发表“2021年香港政策法报告”，诬称中
方破坏香港自治，削弱港人权利和自由，
声称香港不再享有美国法律此前给予的
特殊待遇。

32、2021年4月1日，美国驻港总领
事史墨客接受媒体采访并在《南华早
报》、《明报》等媒体发文，公然污蔑中方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和制定实施香港
国安法的重大举措，诬称修改香港选举
制度将使香港选举结果不再有意义，并
以所谓制裁相威胁，极力为反中乱港分
子撑腰打气。

33、2021年4月16日，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推特发文，诬称逮捕李柱铭
等反中乱港分子是“北京攻击法治的又
一迹象”并“感到悲伤和不安”。

34、2021年4月17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推特发文，诬称以政治动机判刑

“不可接受”，呼吁“释放”反中乱港分子。
35、2021年5月7日，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推特发文，妄言“美国与香港人民站
在一起”并拒绝判决，呼吁“立即释放”反
中乱港分子。

36、2021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诬称中国
政府破坏香港民主制度，呼吁释放所有根
据香港国安法被逮捕的人并撤销指控。

37、2021年6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声称要与
要求中国政府尊重所谓“普世人权”的中
国人士“站在一起”，并称反中乱港分子
为“勇敢的活动家”。

38、2021年6月4日，美国驻港总领
馆在该馆办公室窗内点亮电子烛光，呼
应反中乱港势力搞所谓“烛光纪念”。

39、2021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推特发文，公然声称被反中乱港势力鼓
舞，无理要求“立即释放被逮捕香港人士”。

40、2021年6月11日，美国驻港总
领事史墨客接受路透社采访，污蔑国安
法的实施在香港创造了一种“强制气
氛”，威胁到香港的自由及其作为国际商
业中心的地位。

41、2021年6月21日，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打着“新闻自由”幌
子，抹黑香港特区政府以香港国安法压
迫独立媒体、扼杀言论自由。

42、2021年6月24日，美国总统拜
登在白宫网站发表声明，以新闻自由为
借口，诬称《苹果日报》停刊“对媒体自由
来说是悲伤的一天”，标志着“北京正在
加强镇压力度”。

43、2021年6月29日，美国“国会—行
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举办关于香港国安法
实施一周年圆桌会议，妄议香港人权、法治。

44、2021年6月30日，美国驻港总
领馆罔顾事实，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
年之际，诬称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言论
自由，公然诋毁香港国安法。

45、2021年7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
表所谓“2021年度人口贩运问题国别报
告”，其中涉华内容诋毁贬损特区打击人口
贩运的努力和成效，妖魔化香港国安法。

46、2021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诬称中国持续削弱香港自治，破
坏香港营商环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47、2021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
发布所谓投资环境报告，其中涉及香港
内容再次炒作所谓香港国安法风险，抹
黑香港营商环境。

48、2021年8月2日，美国驻港总领
馆网站刊登所谓香港国安法“见证清
单”，列出所有依法被处理的反中乱港分
子姓名、被逮捕时间、被指控时间、被指
控罪名、判刑结果等信息。

四、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
子，为其兜售“港独”主张、散播
政治谎言提供平台，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为违法分子说项。

1、2019年3月17日，美国驻港总领
馆安排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
代表团访港期间同陈方安生、李柱铭、黄
之锋等座谈。上述人员在会见后向媒体
表示，他们同美方讨论了特区政府取消

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参选资格、拟
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政制发展等议题。

2、2019年3月19日至26日，陈方
安生、郭荣铿、莫乃光等赴美窜访，时任
美国副总统彭斯、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时
任美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余茂春、国防
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等官员
以及美国务院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美

“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国会“美
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等机构人员
分别会见。陈方安生等人请求美国政府
制裁香港，乞求美支持香港反对派组织
反修例运动。美方并安排上述人员在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麦凯恩研究所、传统基
金会等机构演讲，为他们兜售“港独”主
张、散播政治谎言提供平台和支持。

3、2019年5月13日至17日，李柱
铭、李卓人、麦燕庭、吴霭仪、涂谨申、罗
冠聪六人赴美窜访。美国国会众议长佩
洛西、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白宫国安会亚
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等会见。美“国
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组织安排上
述人员参加所谓香港问题听证会，敦促
特区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4、2019年5月14日，“美国国家民
主基金会”就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
例》举行所谓“对香港公民社会和法治的
新威胁”主题研讨会，并组织李柱铭等反
中乱港分子参会，与会者呼吁立即采取
行动，制止“恶法”。

5、2019年7月7日至11日，反中乱港
分子黎智英赴美窜访，时任美国副总统彭
斯、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助理国务卿史达伟等官员会见。
黎智英极力推动美国插手干预香港事务，
同美方讨论特区修例事态发展及香港所
谓“自治地位”，并获得美方积极回应。

6、2019年8月6日，香港媒体报道，
“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头目黄之锋、罗
冠聪等人同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会面，
呼吁美尽快制订“香港人权和民主法
案”、对港进行制裁。

7、2019年9月17日，美国“国会—
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组织安排黄之锋、
何韵诗、罗冠聪、张崑阳等参加所谓“香
港抗争之夏”及美方政策听证会，为上述
人员兜售“港独”主张、散播政治谎言、抹
黑中央和特区政府等提供平台和支持。

8、2019年9月17日，美国联邦参议
员托德·扬在国会山参加“港独”组织“香
港民主委员会”成立记者会。

9、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美国
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访港，会见黎智英、陈
方安生、郭荣铿、莫乃光、梁颖敏等反中
乱港头目，并公然身穿黑衣出现在示威
现场，对媒体称“没有看到暴力”，污蔑克
制执法的香港警队是“暴力镇压”。

10、2019年10月22日至26日，反中
乱港分子黎智英、李柱铭等赴美窜访，美
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时任助理国务卿史
达伟、“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
麦戈文以及多名美国会议员会见。

11、2020年2月4日，美国联邦参议
员斯科特邀请反中乱港分子罗冠聪参加
总统国情咨文演说。

12、2020年3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
院东亚局助卿帮办费德玮和美驻港总领
事史墨客会见莫乃光等反中乱港分子。

13、2020年3月21日，美国驻港总
领事史墨客会见黄之锋、张崑阳、梁晃维
等，接受黄递交的所谓“请愿信”。黄乞
求美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特
区政府官员和警员。

14、2020年4月18日，时任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香港警方拘捕
反中乱港分子妄加指责。

15、2020年5月27日，美国联邦参
议员霍利会见黄之锋等反中乱港分子。

16、2020年7月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
外委会举办听证会，安排反中乱港分子罗
冠聪、李卓人等通过视频方式参会，为其抹
黑香港国安法和中央对港政策提供平台。

17、2020年7月21日，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在伦敦单独会见潜逃英国的“港
独”分子罗冠聪，为其撑腰打气。罗大肆抹
黑中央和特区政府，呼吁美加大对华施压。

18、2020年8月10日，时任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发表声明
称，美方对黎智英等民主人士被捕深感
不安，呼吁中方废除香港国安法。

19、2020年12月16日，美国国会参
议院司法委员会安排“港独”分子罗冠聪
以视频形式参加听证会，罗声称香港国

安法限制港人言论及示威自由，呼吁美
国给予更多港人庇护。

20、2021年1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50多名反中乱港
分子被捕表达所谓关切。

21、2021年1月15日，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再次发表声明，对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逮捕包括1名美国律师在内的反中乱
港分子说三道四，要求中方立即释放被香
港国安法制裁的个人，并撤销有关指控。

22、2021年1月31日，麦戈文、鲁比
欧、默克利等9名美联邦参、众议员联名
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所谓“香
港民主运动”参评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

23、2021年2月28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发推特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

“亲民主派”候选人的拘押和指控。
24、202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发表声明，就李柱铭、黎智英等反
中乱港分子被判刑事对中方进行无端指
责抹黑。

25、2021年7月8日，美国驻港总领
馆政治经济处处长何朝华旁听特区法院
依法审理涉嫌非法策划、组织、实施所谓

“35+”和“揽炒十部曲”的相关人员，现场
接受媒体采访时诬称香港国安法打压港
人自由，为有关反中乱港分子美化开脱。

五、多边串联施压，纠集
盟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通过
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对香港
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1、2020年5月27日，美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联合国安
理会讨论香港问题，妄称香港问题“具有
全球紧迫性，牵涉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2、2020年 5月 28日，美国纠集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四国外长发表涉
港联合声明，就中国全国人大涉香港国
安立法说三道四，妄加指责。

3、2020年6月17日，美国等七国集
团外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发表涉港联合声明，鼓吹所谓香港国安
法可能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高度自
治，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有关决定，妄
图对中方施压。

4、2020年8月9日，美国联合“五眼联
盟”国家外长发表涉港问题联合声明，要求
中国全国人大撤回取消4名香港反对派议
员资格的决定，无端诋毁中央对港政策。

5、2020年11月18日，美国联合“五
眼联盟”国家外长发表涉港联合声明，诋毁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
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抹黑中方对港政策。

6、2021年1月9日，美国纠集英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四国外长发表涉港联
合声明，就香港警方依法逮捕55名反中
乱港分子表达所谓严重关切，妄称香港国
安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一
国两制”框架，限制港人权利与自由。

7、2021年3月12日，美国等七国集
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发表涉港联合声明，妄称中国政府修改
香港选举制度旨在消灭香港异见声音，
破坏香港高度自治。

8、2021年5月5日，美国等七国集
团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抹黑中国中央
政府对港政策，歪曲“一国两制”，妄评特
区内部事务，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
气。美国还在此次会议上推动成立所谓

“香港之友”的国际组织，拉拢西方国家
干预插手香港事务。

9、2021年6月13日，七国集团峰会发
表新闻公报，妄议香港局势，要求中国“尊重
香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中英联合声
明》和基本法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

10、2021年6月21日至7月14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期间，美
国与43个国家联署加拿大发起的反华
联合发言，对香港“践踏人权”的行为表
示“关切”。7月1日，美国还组织香港国
安法实施一年主题边会，拉拢20个国家
政府和9个非政府组织参加，再次污蔑
诋毁香港国安法和特区法治。

11、2021年7月10日，美国国务院
网站发表美欧等21国所谓“媒体自由联
盟”成员联合声明，对《苹果日报》停刊、
逮捕反中乱港分子表达强烈关切，并无
理指责特区依法办案，抹黑香港国安法，
诋毁中央对港政策。

（相关报道见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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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市县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9月16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三沙市
五指山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澄迈县
万宁市
三亚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城市水质指数
2.8622
3.2511
3.4017
3.5993
3.6074
3.6303
3.6471
3.7959
3.8125
3.9322

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海市
临高县
定安县
海口市
儋州市
东方市
屯昌县
文昌市

/

城市水质指数
4.0643
4.2748
4.2847
4.4160
4.4871
4.4921
4.5412
4.6037
5.3021

/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
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
号）和《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
术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51

号）等评价，2021年1—8月，全省地
表水总体水质良好，监测的196个断
面（点位）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
面（点位）占87.8%，劣V类占1.5%。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靠前的市

县分别是三沙市、五指山市、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
是文昌市、屯昌县、东方市。2021年
1—8月全省19个市县地表水环境质
量排名如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