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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29日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恶
意攻击中国和“一国两制”，妄称我涉港国安立法让“一国两制”正在
变成“一国一制”。

此番论调何其荒谬！充分暴露出一些美国政客“伸长手臂”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毫无底线地大搞双重标准，给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暴
力活动及暴力违法分子撑腰壮胆的险恶用心，其对中国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横加指责，是典型的霸权
主义行径。

香港的问题，根本不是所谓的人权、民主问题，而是止暴制乱、维护
法治、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从2019年“修例风波”，到如今企图干涉涉
港国安立法，美国一些政客频繁就香港事务指手画脚、煽风点火。他们
无视香港社会各界的民意诉求，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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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毁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把香港变成反中“桥头堡”、暴乱“大本营”、
“颜色革命”输出地。正是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香港一些激进势力和暴
力分子大搞打砸烧，肆意破坏公共秩序，毁坏地铁以及其他公共设施，
暴力袭击警察，攻击无辜市民，公然侮辱和焚烧国旗、污损国徽、冲击中
央驻港机构，并策划动员所谓“国际支持”，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任何国家允许在其
本国领土上从事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香港是中国的一
个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中央政府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这
是基本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在香港面临
的国家安全局势日趋严峻且难以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立法的
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国家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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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并
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法性。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是为了给香港基本法打上“安全补丁”，给“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装
上“安全阀”，为香港市民安居乐业撑起保护伞。国家安全立法不会
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也不会影响香港司法机
关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惩治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
独”分子和暴力分子。

当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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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人民大会堂里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充分体现了该决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
共同意志。连日来，港区政界、商界、法律界、专业界等纷纷表态，各社团、机构、企业主动发表声明，
表达对国家安全立法合法性、必要性、迫切性的高度认同。截至5月28日，共有超过185万名香港市
民参与街站和网上联署的“撑国安立法”签名行动。思稳求安已成为香港社会强烈呼声，维护国家安
全有关立法势在必行。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没有人比中央政府更珍爱香港，没有人比中央政府更关心香港的繁荣
稳定和香港居民的福祉，没有人比中央政府更真心实意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奉劝某些美国政客，把精力放到关系本国民众福祉的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上来，立即停止干涉
别国内政，否则只会自食其果自取其辱。

为助力企业应对疫情影
响，加快制造业达产复销，甘
肃税务部门认真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落实
落细税费优惠政策，运用税
收大数据疏通产业链供销
链，“一企一策”精准为企业
纾困解难，让制造业复工复
产复销“环环相扣”。

受疫情影响，甘肃康县
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资
金周转出现困难。国家税务
总局康县税务局了解到企业
困难后，上门开展政策辅导，
依法帮助企业办理延期缴纳
税款108.7 万元，有效为企
业缓解了资金压力。

中小微制造企业获取资
源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
疫情发生以来，复工复产资
金链承压较大。为此，甘肃
税务部门对纳入“银税互动”
企业“扩围增量”，推行“银税
互动”贷款网上一站式办理，
降低中小微制造企业现金流
压力和融资成本。一季度，
甘肃省通过“银税互动”累计
已为9187户企业发放贷款
296.38亿元，为中小微企业
注入资金活水。

随着制造业复工复产全面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同步复产复销问题表现更为突出，如何疏通供应、打
通销路迫在眉睫。甘肃税务部门利用税收大数据帮助
企业精准“匹配”生产供应销售，助力企业复产复销。

2月初，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在复工生产阶段需要
启动一条铸造生产线。在准备阶段，发现环保监测设
备的几块板卡发生故障，导致环保除尘设备无法运行，
从而影响铸造生产线启用。兰州铝业有限公司立即向
设备供应商甘肃三联自控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发出
紧急采购需求。但是，位于千里之外的设备生产商聚
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此时尚未复工复产。一时间，
几块板卡成为公司复工生产的一大难题。

甘肃三联自控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人员
在参加线上税费政策辅导时，曾得知税务部门有“复
工复产大数据帮扶”这项服务。于是他抱着试一试
的想法立即联系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希望能帮忙
寻找是否有相同产品的企业。针对企业需求，国家
税务总局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迅速在税
收大数据库中筛查比对，找到了销售过同类板卡的
兰州百积丰物资有限公司，并立即将此信息推送甘
肃三联自控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经多方对接、
安装调试，兰州铝业有限公司缺的板卡被及时更换，
生产线顺利重启，既避免了重大生产损失，又实现了
上下游企业共赢。

精准帮助企业解决供销难题的背后，是税务部门
用活用好税收大数据的结果。最新税收大数据监测显
示，3月份甘肃省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开票户数和金额
快速提升，分别占去年同期的102.2%和97.7%，制造
业复产复销回升明显。

确保制造业“链式复产”，除了不折不扣地落实好
各项扶持政策外，甘肃税务部门还在“点对点”“一户一
策”精准服务上下足了功夫，助力打通企业复工复产复
销“神经末梢”，有效推动税费优惠助力制造业精准“链
式复产”。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
日前涉嫌执法不当导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
洛伊德死亡，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和骚乱
在全美多地持续升级。美国白人警察针对非
洲裔群体的暴力执法及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
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发表
媒体声明，谴责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
裔男子死亡，呼吁美国当局在调查这一事件
时正视种族歧视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并
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发表声
明说，非盟谴责对非洲裔美国男子的谋杀，不
接受“对非洲裔美国公民的持续歧视”。

俄罗斯外交部指出，此次事件远非美国
执法部门暴力执法的唯一行为，是美国警察
经常犯下的错误之一。

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

体上说，弗洛伊德被残忍杀害，这类事件对非
洲裔美国人并不陌生。他没有携带武器，大
喊“我无法呼吸”，但仍不足以阻止一次不公
正行为。

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茜·罗德里格斯在
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政府上层一直宣扬白
人至上主义，导致国内种族歧视事件激增。

卢旺达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伊斯梅尔·
布坎南认为，种族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和其
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所有机构的系统性特征。

莫桑比克若阿金·希萨诺大学讲师埃尼
亚·西杜莫说，长期以来，美国的非洲裔和拉
美裔人士一直是警察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此
次发生的弗洛伊德案并非罕见，应谴责警方
的种族主义行径。

斐济作家萨腾德拉·南丹发表文章说，种
族歧视这个潜伏的病毒已经严重污染了美国
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正是在如此不公正
中丧生。

国际社会谴责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非洲裔男子死亡

新华社香港5月31日电 针对美方日
前扬言要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一些香港
商界人士表示，美国的威胁不但会破坏双方
的互惠关系，更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投资者在
港利益，是损人不利己的错误之举。他们对
美国威胁推出的制裁措施并不感到太过忧
虑，预料现阶段对香港影响不大。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30日发表声明，对
美国的相关决定表示遗憾，认为这会破坏香
港与美国多年来互利发展的经贸关系，扰乱
世界自由贸易的秩序。厂商会表示，香港一
向奉行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政策，但美国决定
拟取消给予香港在关税、旅游、贸易等事宜上
的特殊地位并对香港管制出口，这将会破坏
两地正常的商务往来。

厂商会指出，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
易顺差来源地，加上香港的特殊地位，是美国
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通道。美国此举不
但破坏双方互惠关系，更损害美国企业和投
资者在港利益，为未来港美两地的经贸关系
蒙上阴影。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表示，
香港国安立法目的是修补香港的法律漏洞，
以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主权，有助于维持香
港一贯安全、友善、自由的营商环境。希望世
界各国理性看待这次立法，并继续与香港维
持长远稳定、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门表
示，香港大部分货物贸易都是转口，出口到美
国的产品仅占总出口量的0.1％，加上业界在
之前中美贸易战时已开始将业务分散到东南
亚等地，因此预料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早泰娜发表声明称，

美国宣布将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对在香
港的美国人来说是悲伤的一天。这不代表美
国公司会撤出香港，香港美国商会将继续与
会员合作，维持香港作为重要商业枢纽的
地位。

香港制衣同业协进会永远荣誉会长钟国
斌表示，即使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暂时也不会对香港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他批
评美方一边所谓“支持”香港，一边却搞制
裁。他呼吁一些期望获得美国所谓“帮助”的
香港人要觉醒。

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表示，美国每
年在香港赚取的贸易顺差高达约300亿美
元，美方的决定是“损人不利己”。粤港澳大
湾区及“一带一路”建设将给香港带来大量发
展机遇，他呼吁港人及商家不用担心国安立
法，反而要重视疫情过后应如何发展经济。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叶中贤认为，美国有意
限制对香港出口高科技产品，相信对大学高端
科研会有所影响。但近年美方已对大学科研
设备出口严格检查，香港业界已逐步适应。

立法会原金融界议员吴亮星表示，美方
推出的政策和措施缺乏长远眼光。他希望香
港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定支持国家，那
些为一己私利而乞求美国制裁香港的人是卖
港罪人。

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主席卢瑞
安指出，美国素来重视自己的国家安全，对香
港国安立法却百般阻挠，用的根本不是同一
个标准，而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已经令不
少香港年轻人沦为街头暴徒，外部势力对香
港造成的危害显而易见，这也恰恰证明了香
港国安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香港商界人士：

美威胁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损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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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5月31日16时53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
功将高分九号02星、和德四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
射获得圆满成功。

高分九号02星是一颗光学遥感卫星，地面像元分
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
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

“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搭载发射的和德四
号卫星由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研制，可在轨开展
全球船舶航行状态采集、全球航班飞行状态采集和全球
物联网信息采集。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33次飞行。

右图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02星、和德四号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 汪江波摄（新华社发）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把众多小微企业推到了
生死关头。

在云南省陆良县种了7年蔬菜的菜农钟华
遭受了严重影响：冬天的一场大雪压垮了他的
10个蔬菜大棚，疫情期间路封了，90亩的生菜没
人上门收购，本地的冷库也关了，只能找来机器
把菜打烂了扔地里。“里里外外损失40万元。”

陆良是全国蔬菜重点县。4月份以来，随着
全国范围内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眼看着蔬菜销售
行情看涨，钟华想投入生产却囊中羞涩。“新建一
亩大棚就得1.6万元，种菜还要请工人、买种子、
买化肥……”为了解决复工复产所需要的资金问
题，5月1日起，云南省富滇银行针对省内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推出了单户授信不
超过100万元给予前三个月免息的优惠。

“这项行动专门针对小微企业，以信用为基
础，不需要抵押。”富滇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客户
经理罗清华说。钟华办了25万元贷款，从申请

到放款只用了 3天时间，预计可以减免利息
5000元。他拿到钱后立马投入生产，现在90亩
生菜和油麦菜已是长势喜人。

受重创的还有文旅行业。“疫情发生以来，我
们一直处于停业中。”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瑞瑞坦言，此次疫情让文旅企业压力
倍增。由于出境游占公司业务的70%，企业对所
有旅行团的相关退费进行了先行垫付，目前已经
退了600多万元。旅行社每月还需支付12万元
的员工工资。在富滇银行的950万元贷款，眼看
着6月份就要到期，更让企业资金压力倍增。

为了解决许多文旅企业的燃眉之急，富滇银
行开展了“千万元以内，今年不还本”行动。对单
户授信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正常类存量贷
款，5月1日起申请人可以申请在2020年内到期
的本金还款给予续期，并在去年利率的基础上再
下浮15%左右。“这大大缓解了企业现金流困
难。”杨瑞瑞表示。

云南：

金融活水滋润小微企业
本报记者 曹 松

千方百计助市场主体渡难关
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其中庞大的中小微

企业是吸纳就业“主力军”，也是经济活力的重

要源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

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在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各地结合自身实

际，创新帮扶思路和手段，为广大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5月30日晚，游客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杨柳新村侗乡风情园品尝拦门酒。随
着新冠肺炎疫情转向常态化管理，玉屏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采取免门票费、增加娱乐设施和民
俗活动展演等措施积极推动文旅产业全面复苏。 胡攀学摄（中经视觉）

汽车线束源源不断向外运输，青岛三承电装
有限公司产品嵌入全球供应链；激光打印机生产
流水线复产，新都（青岛）电子有限公司出口额逐
步回升；积极开辟国际新航线，青岛优安达物流
科技有限公司海外运输忙……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外贸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的脚步愈加轻快。

青岛西海岸新区围绕企业需求提供保障抓
安商，创新招商引资新方式抓招商，为外贸外资
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外贸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比一般企业更为复
杂，面对国内外多重影响因素，青岛西海岸新区
从防疫物资采购、人员返岗、交通物流、信贷融资
等多方面跟踪服务。

青岛优安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在疫情期间
遇到了国际运输难题。由于空运运力不足且货
物流转过程繁琐，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货物迟迟

无法发运。“从澳大利亚空运至韩国，经海运抵达
青岛，在商务局、黄岛海关和新区保税物流中心
的协助下，空海联运路线迅速被打通，货物最终
如期交付。”公司总经理梁峰说。

复工复产的关键是要达产达效。为此，青岛
西海岸新区持续关注复工企业经营情况，多部门
联动精准疏堵点，推动企业加快生产步伐。

锦孚茂国际贸易公司是一家进口澳大利亚
高端清洁用品的公司，在新区跨境电子商务扶持
政策支持下，该公司计划与中石化旗下“易捷海
购”合作，通过线上跨境电商寻找新市场。

“下一步，新区还将加强与境外各类商协会
等中介组织合作，组织灵活多样的招商活动，鼓
励已落地项目引进配套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
再争取一批新项目签约落地。”青岛西海岸新区
商务局副局长王大鹏表示。

青岛西海岸新区

跟踪服务保障企业供应链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兰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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