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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0日下午主持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闭幕
会。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书
作了讲话。

栗战书指出，本次常委会会议共审议
8件法律和决定草案。会议最为重要的
议程，是审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并决定将这部法律列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
布实施。法律和决定获得全票通过，充分
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
共同意志。

栗战书说，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认
为，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
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相关决定，
常委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
度机制作出了法律化、规范化、明晰化的
具体安排。法律充分考虑两种制度差异
和香港具体情况，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国
性法律相衔接，与香港现有法律体系相兼
容，体现了“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的
原则，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
长期繁荣发展，为确保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的权利和自由，为保护外国人在香港的合

法权益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为确保“一
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法律支撑
和保障。

栗战书指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法
治秩序是香港发展的前提，这次立法是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施行后，将坚决有效维护国家
安全，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有力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法治秩序，防范和遏制外来干涉，保障
香港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也
必将为香港创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便
利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发展香港经济、改

善香港民生，充分展现“一国两制”的制度
优越性。

栗战书强调，有关方面要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实施好这部重要法律，加
强法律的宣讲解读，加快建立健全与法
律制度相适应的执行机制、专门机构和
执法力量，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法定
职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尽早完成有关
立法，完善本地相关法律。要深入开展
宪制法治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历史文化
教育，弘扬爱国精神，增强国家意识，为
法律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广
泛的民意基础。

栗战书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闭幕会并作讲话强调

坚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宪制秩序法治秩序
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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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7月1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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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联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

澳门特区政府：

坚决拥护中央立法，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和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

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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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

聚焦消费品工业、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现代服务业

江津区上半年招商引资总额近500亿元
6月30日上午，江津区举行第二

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共
签约47个项目，协议引资总额213亿
元。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区已累计
签约引进产业类项目92个，协议引资
总额达471亿元。

消费品工业呈集聚发展态势

这次签约的项目涵盖了大数据智
能产业、消费品工业、智能制造、新型
材料、仓储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其
中，消费品工业项目达13个，协议引资
43亿元，江津消费品工业已呈集聚发
展态势。

在这些项目中，韩国露珠在中国
成立的露珠化妆品（江苏）有限公司将
整体搬迁至江津综保区。该项目将主
要建设品牌化妆品与化妆品生物原料
生产线及其它辅助设施，并与韩国世
明大学高级原料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建设化妆品研发测试中心。

据了解，韩国露珠有限公司是韩

国高端化妆品“whoo后”的原料提供
商，拥有自主研发新零售品牌“BYP-
INK百品可”、“EnClean恩可琳”等，
同时为韩国“LG生活”等数百家企业
提供生产和技术服务。

上海山鹰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将投资10亿元在双福新区打造西南产
业基地项目，打造纸制品包装生产、纸
质品包装研发、设计为主的生产性服
务业务以及西南地区再生纤维回收结
算总部基地。

另外，玖龙环球（东莞）智能包装有
限公司是由玖龙集团境内投资成立的一
家外商投资公司，将在珞璜工业园打造
高档包装生产项目。湖北晨科益海（潮
州）农业有限公司将投资5亿元，在现代
农业园建设300万只蛋鸡养殖设施、50
万羽/批次育雏养殖设施、配套有机肥处
置设施、万吨鸡蛋深加工基地。重庆坤
煌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投资10亿
元在先锋食品特色产业园打造食品产业
园和工业旅游示范园。重庆互润食品有

限公司将投资4亿元，在德感工业园打
造调味品研发生产项目。

据了解，打造消费品工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是市委、市政府交给江津
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年初，该区出
台了《江津区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2020－2022）行动计划》。今年上半
年，江津已签约引进了23个消费品工
业项目，协议总投资达63亿元。

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实现高起点起步

江津是我市工业强区，今年以来，
该区通过精准招商，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实现了高起点起步。

在这次集中签约活动中，江津团
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一举签约引进
了中国科学院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
今时云科技等4个项目。

其中，中国科学院喀斯玛控股有限
公司与江津区签订了中国科学院科技
产业化网络联盟西部科创中心暨中科
智慧产业园项目框架合作协议，正式落

户江津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
据了解，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是

中国科学院控股的国有企业，是一家
集科研服务、科创服务、产品服务为一
体的科技服务运营商，母公司国科控
股总资产规模近7000亿元，控股及参
股境内外上市企业31家。

西部科创中心将依托中科院科技
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全面推进西部
区域新旧动能转换与创新发展，整合
中科院相关资源，开展项目引进、技术
研发、人才培育、科创活动等一体化服
务，搭建京渝协同发展平台，力争通过
3年时间将西部科创中心打造为中国
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样板。

中科智慧产业园规划总投资35亿
元人民币，占地近500亩，将以智能制造
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打造集设计
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加速、生产制造、服
务结算为一体的中科院智慧产业示范基
地。预计投入运营3年内，将引进100
家优质科技企业、引进超过1000名科技

型及创业型人才、创造超过1万个就业
岗位，年产值超过30亿元。

6月30日当天，江津区团结湖大数
据智能产业园也举行开工仪式，全面启
动建设。该产业园规划用地面积约3平
方公里，总建筑面积约250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118.5亿元，力争至2026年，引
进各类项目150个，实现产值200亿元。

今年力争协议引资1000亿元

今年以来，江津区面对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
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建设机
遇，以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四大工业
园、现代农业园区等重点平台为招商引
资的主要承载平台，大力推进招商引资
工作，实现了预定的招商引资目标。

在招商目标上，江津着力聚焦消费
品工业、大数据智能产业、现代服务业3
项重点目标。在消费品工业上，积极引
进高端智能消费品、粮油（休闲）食品、
酒水饮料、纸制品包装、农产品加工等

方面消费品工业知名企业；在大数据智
能产业上，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依
托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着力引进
一批“新而优”的产业项目；在现代服务
业上，围绕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着力
推进信息服务、现代物流、文旅康养、在
线培训等现代服务业招商。

在招商方法上，内外合力做靓江
津招商品牌。该区鼓励区内园区平台
与区外、市外、国内外知名平台机构开
展务实合作，推进招商主体多元化、招
商模式多样化。同时，区级园区平台
招商、促建等部门建立联合协同机制，
实现信息共享，促进项目顺利落地。

在服务项目上，深化“放管服”改
革。该区围绕项目建设主战场，狠抓
办件服务、矛盾协调、要素保障和进度
管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加快形成全
区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
的良性发展格局。

据介绍，该区今年上半年签约引
进产业类项目 92个，协议引资额达
471亿元，为江津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
力。江津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负责人表
示，全区将在今年力争完成协议引资
1000亿元的招商目标。

王琳琳 陈元媛 唐楸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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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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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
布实施。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
（2020年6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日内瓦6月30日电 6月
3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
议在日内瓦举行。在当天的会议上，
古巴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
持中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古巴表示，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
事务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原则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国家安全立法属
于国家立法权力，这对世界上任何国
家都是如此。这不是人权问题，不应
在人权理事会讨论。

古巴强调，我们认为各国都有权
通过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赞赏基于该

目的采取的举措。我们欢迎中国立
法机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重申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我们认为，这
一举措有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有利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广大
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也可在安全
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古巴表示，我们重申，香港特别
行政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
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停止利用涉港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

50余国在人权理事会作共同发言
欢迎中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获得通过

6月30日，香港市民在铜锣湾街头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
当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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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香港市民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

外交部驻港公署：

香港国安法开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新篇章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及纪律部队、多个公务员团体、警察
协会、特区政府警务处：

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外交部驻澳门公署：

香港国安法将有力保障香港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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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指出，特区政府要有效履职
尽责，维护国家安全，早前已在特区政
府警务处和律政司开展筹备设立专职
部门的工作。随着香港国安法生效，警
务处将于7月1日成立国家安全处，专
职处理相关工作。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将尽快成立，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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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