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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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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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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提出严正交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当地时间27
日，美国将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海外专家学者
和华侨华人表示，美方此举严重干涉
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将对两国关系乃至世界
和平稳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法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法
国《新团结》报主编克里斯蒂娜·比埃
表示，美国出台这一法案很“荒谬”，是
对香港违法暴力行径的支持和怂恿。

美国通过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
政，有损中美关系大局。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何
塞·罗瓦伊纳表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这一法案完全是在干涉
中国内政。美国有选择性地在人权问
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这是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虚伪行为，其
目的是以各种手段阻碍中国在政治、
经济、科技等领域发展。美国此举将
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严重伤害。

美国艾奥瓦州前众议员格雷格·丘

萨克说，这项法案体现了美国国会的
“虚伪”，对于香港目前局势毫无帮助。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
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认为，美国涉港
法案无疑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
涉，将对香港近期混乱局势起到激化
作用。

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乔凤祥说，该
法案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负面影
响，损害两国共同利益，无助于世界和
平与稳定。

埃及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专家穆

罕默德·贾拉勒说，这一法案是对中国
内政赤裸裸的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准则，反映出美国混乱的
外交政策，将严重影响两国关系。

白俄罗斯对外友协主席伊万诺娃
表示，中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内部事
务。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各国必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
菲思说，该法案是美国傲慢侵犯其他
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的又一例子。在
过去70年中，在轰炸、侵略其他国家
和颠覆他国政权方面，没有哪个国家
能比美国更“多产”。

海外人士认为美方签署涉港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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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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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和美
国在出口管制及执法方面一向有紧密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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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涉港法案成为美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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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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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乱香
港的最大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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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

□新华社评论员

当地时间 27 日，美方全然不
顾中方多次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将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在香港
正滑向“恐怖主义”深渊的危险时
刻，美方一些政客趁火打劫，妄图
以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干预香
港事务，其反中乱港的霸道嘴脸和
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然而，从苦难
中奋起的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吓不
倒的，美方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
迎头痛击。

美方政客插手香港事务，是对
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严
重挑衅。美方政客妄图以搞乱香
港来牵制中国发展的图谋定然不
会得逞。美方严重践踏国际法，视
国际关系准则为无物的霸权行径，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几个月来接连不断的大规模
违法暴力行径，已将香港推到了极
为危险的境地。暴力违法犯罪分
子在全港多区疯狂打砸烧，瘫痪道
路交通，破坏列车轨道，向行进中
的列车投掷燃烧弹，残害无辜市
民，把暴力引入校园……持续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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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肆虐的香港，经济民生遭
受重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
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最大民
意。美方一些政客对此不仅视而
不见，反而大肆对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和中央政府对港政策指手画脚，
恶意抹黑“一国两制”，为香港反对
派和激进势力提供保护伞，为插手
香港事务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

这一法案被冠以“人权与民
主”之名，却无视香港违法暴力行
径造成的破坏，为暴力分子张目，
何谈人权？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
法之上，何谈民主？美国一些政客
无非是假借“人权民主”之名行霸权
干涉之实，与“反中乱港”势力狼狈
为奸，捞取政治资本，遏制中国发
展。这种虚伪、卑鄙的行径必将遭
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唾弃！

这一所谓的“人权与民主法
案”，置香港广大市民利益于不顾，

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制造“绊脚
石”，向正义人士发出“恐吓信”，释
放出纵容暴力犯罪分子的错误信
号，其实质是要搞乱甚至毁掉香
港。这是对广大香港同胞共同和
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是与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为敌，必
将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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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香
港同胞依法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民
主权利。当前香港的问题绝非人
权与民主问题，而是“反中乱港”分
子使用暴力手段企图颠覆合法政
权、颠覆“一国两制”。美国一些政
客妄图以一纸法案把香港变为遏
制中国的棋子和前哨，其图谋断然
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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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都不
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任何企图
搞乱香港、损害中国良好发展局
面、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图谋
和行径，都必将遭到包括广大香港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
也注定将遭受可耻的失败。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5000 年
文明、14 亿勤劳勇敢人民、960 万
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国家，任何威
胁都吓不倒，任何施压也压不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步伐。美方的讹诈只会进一
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让中
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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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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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祖国
内地强有力支持下必将保持长期
繁荣稳定。

奉劝美方一些政治势力，不要
徒劳地与民心作对、与大势为敌，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
内政。抹黑诋毁中国、毒化中美关
系氛围的政治把戏，只会严重冲击
干扰中美关系发展，无助于维护世
界的和平稳定。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美方一意孤行必将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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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万州区紧紧围绕“充分尊
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
极引导”20字工作方针，不断凝“新”聚
力，积极探索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的新路径、新方法，着力构建

“强基础、建阵地、树品牌”三位一体工
作格局，高质量打造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先行区。8月，“E万州众
创空间”被评为重庆市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示范点。

强基础：“机构+机制”并行

新形势下，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如何打开新
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建好
组织，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找到“家”。

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万州区委统
战部积极完善组织保障。先后增设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科，成立新
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以下简
称“区新专联”），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数据库，全面吸纳代表人士加入区
新专联。

同时，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需求
为导向，制定“2+3+1”工作制度。

“2”即区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通知》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明确了全区统战组织以及
联席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

“3”即按照“凝聚力量、传递声音、
发挥作用”的成立初衷，探索区新专联
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制定《区新专联年
度工作计划》《区新专联班子成员分工
方案》《区新专联管理制度汇编》，建立
健全区新专联内部工作制度。

“1”即建立1个督查考核机制。推
动实施“双向”督查工作模式，一方面通
过听汇报、察现场、看资料的方式了解
各级各部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调研、访
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收集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对各级各部门的意见建议。

人心聚拢了，力量壮大了。今年
以来，万州区委统战部与全区500多名

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建立了联系，
并吸纳了其中63名代表人士加入区新
专联。

目前，万州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涵盖民营和外资企业、社会组织、新媒
体四大领域，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12000余人，筛选确定代表人士1000
余人。全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各
级政协委员56人、人大代表8人。

建阵地：“线上+线下”互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了家，有了
归属感，还得要有“家”的氛围，让大家
有充分交流互动、施展才智抱负的广
阔空间和阵地平台。

建好阵地，要与时俱进，拉近“线
上”距离。运用新媒体搭建宣传交流
平台，先后开设“平湖新荟”微信公众
号，分设“筑新梦、聚新力、群新荟”3个
栏目，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统战工作部
署、展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动态、
展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风采；建立区
新专联会员微信交流群，畅通会员“线

上”交流渠道，打造“指尖上的万州新
阶层”。

聚焦示范引领，先后打造2个示范
点。一是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聚集地
——E万州众创空间，依托“互联网+
文创”的双创孵化基地优势资源，营造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创新创业、积
极参政议政的良好氛围。将园区内有
特色、有人气的入驻企业注入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元素，命名为“同
心优生活”“同心咖啡吧”“同心读书
汇”“新媒体同心圆”，推动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统战工作走向社会化。

二是在区新专联注册地重庆奎龙
律师事务所，增强区新专联会员的存
在感、归属感，聚焦学习交流，先后打
造6个“加油站”，聚焦联络联谊，打造
了“平湖新荟——法律服务之家”“经
济发展之家”“新媒体网络之家”“社会
服务之家”4个联络站，为会员营造

“家”的氛围。
据万州区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作为重庆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实践创新示范点的E万州众创
空间，已累计入园企业55家，成功孵化
12家，带动就业284人，实现产值6200
余万元；渝万传媒打造的渝万网络孵化
平台，累计孵化97个实体，实现年交易
额10亿元，解决万州本地就业500人，
带领万州新媒体产业迈上新台阶。

树品牌：“重点+亮点”齐抓

围绕党政中心和统战重点工作，
万州区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
实力、有活力、有合力的共性特征和各
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专业上的个性
优势，科学设计、精心组织服务社会的
品牌活动。

今年以来，先后开展“凝聚新力
量、筑梦新时代”系列活动，以及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微视频评选暨展播
活动等，动员区新专联会员踊跃参与。

开展“平湖新荟”系列活动，组织
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以创作歌曲、
拍摄短片等形式助力“晒文化·晒风
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累计开展线上

线下宣传动员活动16场，动员市民和
游客为万州“双晒”投票10余万人次。

组织从事无人机植保、电商等领域
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走进贫困村，开展

“平湖新荟——新科技服务新农村”助力
脱贫攻坚活动，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拓
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区新专联会员单位重庆奎龙
律师事务所、区义工联、重庆蓝天救援
队等，走进社区开展“平湖新荟——公
益服务进社区”活动，为社区治理工作
和城市美化贡献力量。

今年以来，万州区统一战线依托
各类品牌实践基地和平台阵地，充分
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人才集聚、智
力密集的优势，积极建言献策，累计提
交社情民意、提案、建议22件，市级采
用4件，得到市领导批示1件。

万轩 陈小东

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

区县统战工作巡礼

万州区 凝“新”聚力 打造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先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