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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贵阳7月7日电 （记者
刘铮） 7月 6日至 7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贵
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省长谌贻琴陪同
下，在铜仁、贵阳考察。

李克强下了飞机就来到机场附近
的倍易通公司。他十分关心扶贫对象
和农民工就业，企业介绍这里招收了
数百扶贫对象和一千多返乡农民工，
员工们告诉总理，因为疫情影响没去
外地打工，在家乡就业解决了大问
题。李克强鼓励企业扩大生产，推动
产业扶贫，多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
位。他对大家说，就业既是经济又是
民生，民生为本，各级政府要想方设
法保就业扩就业。民生在勤，希望大
家辛勤劳动，掌握更多技能，努力实
现更好未来。

贵州今年遭受点多面广的洪涝灾
害，6月份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是近60
年来同期最多。李克强专门来到铜仁挂
扣村，仔细察看被泥石流冲毁的贫困户
房屋，嘱咐当地干部做好受灾群众安
置。他还一连走进几户困难群众家中，
了解灾后粮食等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做

好灾后防疫和水毁工程修复。在听取贵
州省防汛救灾情况汇报时，李克强说，
近期贵州和南方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
雨，各地要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
监测预警，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
和应急抢险救援等工作，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他要求有关部门统筹安排财
政资金，支持地方做好被毁房屋和设施
重建，特别要向贫困户和受灾严重地区
倾斜。

在村里陡峭的挂坡地，李克强和
地方同志商讨加快搬迁不宜生存发展
地方的贫困群众。他与乡亲们围坐在
一起谈脱贫打算。李克强说，近几年
通过各方面艰苦努力，脱贫攻坚取得
重大进展，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和洪涝
灾害等影响，但困难再大也要啃下脱
贫的“硬骨头”，坚决防止因疫因灾返
贫，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打
赢脱贫攻坚战。

“两新一重”是今年扩大有效投
资的重点，李克强听取了贵州省这方
面情况汇报。他还到贵阳腾讯数据中
心考察。李克强说，贵阳发展大数据

产业蕴藏巨大潜力。他叮嘱随行部门
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为
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在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李克强
详细了解深化“放管服”改革、精
简行政权力、推行一网通办等做
法。他接连来到办理工商、社保、
环评等事项的柜台，询问群众办事
时间是否短了、异地办理是否顺
畅。李克强与现场的中小微企业人员
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实实在在享受到
了减税降费等政策实惠。针对企业反
映授信额度低、融资难，李克强说，
一定要解决好中小微企业、科技型
企业融资难题，为他们的发展助
力。要以改革开放开拓西部更大回
旋余地。

李克强充分肯定贵州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绩，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优先稳就业保民
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肖捷、何立峰陪同考察。

李克强在贵州考察时强调

突出做好重点民生工作
推动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

新华社重庆 7 月 7 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组长胡春华6日至7日在重庆实地
督导巩固脱贫成果工作。他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多措并举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确保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群山广
袤、峡谷幽深，虽然于2017年摘帽，但
是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艰巨。胡春华深

入巫山县深度贫困乡村、扶贫产业基
地、集中安置点等，实地调研“三保障”、
产业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和三峡移
民后续扶持等工作。

胡春华指出，切实巩固脱贫成果、
有效防止摘帽地区和脱贫群众返贫，是
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抓紧开展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查漏补缺，落实落
细措施，加快补齐短板。要立足特色资
源培育壮大扶贫产业，延伸产业链条，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要加大外出务工

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力度，积极拓展就
业渠道。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和三峡
移民后续扶持，下大力气解决搬迁群众
就业问题，强化社区建设和管理服务。
西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多，要加大对民
族地区发展支持力度，确保各民族共同
迈进小康。

在重庆期间，胡春华还主持召开部
分省区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衔接工作座谈会，认真听取地方的意
见建议。

胡春华在重庆实地督导巩固脱贫成果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刘
奕湛）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
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
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纪念仪式。

卢沟桥畔，气氛庄重。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

午10时，纪念仪式在全场高唱国歌声
中开始。随后，各界代表缓步拾阶而
上，依次来到抗战馆序厅，手捧由红色
石竹、黄色菊花、绿色小菊组成的花束，
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
雕《铜墙铁壁》前，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献花并鞠躬致敬。

纪念仪式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和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主办，中央有
关部门、北京市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负责同志，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抗战
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
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
表200余人参加。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仪式举行
蔡奇主持

新华社北京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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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政府、政要表示，香港国
安法的通过和实施将有效维护中国国
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
古洛夫2日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俄
方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香港事务
为中国内政，俄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
涉中国内政。曾对香港实施殖民统治、
忽视当地民意的人如今却指责香港缺

乏民主，这一行为是可笑的。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2日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越南尊
重并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香港
事务为中国内政，越南希望香港恢复稳
定并保持发展。

老挝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说，老方
祝贺并坚定支持中方通过香港国安法，
相信该法的实施将确保香港保持长期
繁荣稳定。

委内瑞拉1日发表政府公报说，香
港国安法有助于确保香港和平稳定、和
谐繁荣。委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企图
干涉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柬埔寨司法大臣格里4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主权国家有权通过立
法保障国家安全、秩序稳定。香港国安
法的通过和实施将保障香港安全稳定。

巴勒斯坦总统外事顾问麦吉迪·哈
勒迪1日会见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
主任郭伟时表示，巴勒斯坦坚定支持中
方为保障包括香港在内国家安全稳定
所采取的立场和举措，相信香港国安法
必将发挥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的作用。

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穆
沙希德·侯赛因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将为
香港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别国无权干涉
——多国政府及政要关注香港国安法通过并实施

新华社香港7月7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7月6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
三条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刊宪公
布，《实施细则》于7月7日生效。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特区
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的各
种措施，并授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为采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措施制定
相关实施细则。

特区政府发布消息称，在6日首次
召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国安委）会议上，行政长官会同
国安委行使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所

授予的权力，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
门等执法机构，制定使用第四十三条所
规定的措施的相关实施细则。《实施细
则》包括为相关人员采取该特定措施以
防范、制止及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时
的细则，及为确保有效执行措施所需的
相关罪行和罚则，以完善特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执行机制。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上述为相
关人员行使各项规定措施所订定的
《实施细则》，清晰并详细地列明执行
各项措施的程序要求、所需符合的情
况和审批的条件等，其目的是确保相
关人员在执行香港国安法时，所行使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的权力和采取
的措施，既能达到防范、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目的，也
能同时符合香港国安法总则下对尊重
和保障人权以及依法保护各项权利和
自由的要求。

《实施细则》包括执法人员及有关
机构为搜证而搜查有关地方，限制受
调查的人离开香港，冻结、限制、没
收及充公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
产，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及要求
协助，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
代理人要求就涉港活动提供资料，进
行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的授权申请，
提供资料和提交物料等方面所涉及的
内容。

特区政府代表将向立法会议员讲
解香港国安法及《实施细则》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在港刊宪公布
7月7日生效

新华社香港7月7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日前正式颁布实施，掀开了“一国
两制”新篇章，震慑效应也初步显现。
反中乱港分子阵脚大乱，有的宣称“淡
出政坛”，有的高调“割席”试图“自证清
白”，还有的悄悄外逃以逃避法律追责。

淡出政坛 高调割席

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前夕，“叛国乱
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宣布“退出
政坛”。她发表声明称，由于家庭原因，
将退出“公民及政治工作”，并表示年轻
人应该以“守法与和平的方式继续守护
香港的核心价值”。

陈方安生此番声明，仿佛完全忘记
她曾在“修例风波”中勾结外国势力，美
化暴力，还曾公然要求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特赦参与暴动被捕的犯罪嫌疑人。

“叛国乱港四人帮”中的李柱铭也
突然变脸，称“港独”极其危险，自己支
持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他在接受外国
媒体采访时自称是“一国两制”的坚定
捍卫者，是一个中国人。他大批“揽炒”
一派，称“揽炒派”很天真、无法帮助香
港，而香港应该就国家安全自行立法。

早前炮制“香港城邦论”的陈云根（笔
名“陈云”）也在社交平台上宣布退出香港
社运，今后将从事学术研究等工作。他还
批评“港独”一派恶意破坏香港和内地关
系，要将香港推入国际政治斗争的黑洞。

对这些人的“变脸”，工联会立法会
议员郭伟强质疑，如果他们果真如此坚
守和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应该在去年

“修例风波”时就及时劝阻年轻人不要
实施“黑暴”行为。他认为，这些人实际

上是被香港国安法所震慑，深知自己难
逃祸害香港整体利益和年轻人前途的
责任，才急忙自找台阶试图逃避追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
希望香港国安法能真正让陈方安生、李
柱铭“有所改变”，反思他们对年轻人的
所作所为。

解散组织 畏罪潜逃

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夕，“港独”组织
“香港众志”的头目黄之锋、罗冠聪、敖卓
轩以及成员周庭分别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退出“香港众志”。“港独”组织“香港民族
阵线”“学生动源”“学生独立联盟”等也
宣布即日起解散所有香港地区成员。

事实上，早在这些“港独”组织宣布
解散前，不少组织成员就闻风而动，仓
皇逃离香港。

6月28日，“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
陈家驹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承认已逃离
香港。他表示自己“没有为香港‘独立’
做到以死相搏”，但煽动香港青年继续
为“独立”抗争。

罗冠聪虽在网上高呼“守护我城”，
私底下却已偷偷逃离香港。这已经不
是他第一次抛弃“手足”了。早在去年
8月“修例风波”高峰时期，罗冠聪就以

“深造”为由弃港赴美。今年3月，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罗冠聪又匆匆回港
避疫。香港时事评论员屈颖妍讽刺罗
冠聪是“民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
保命故，二者皆可抛”。

香港国安法出台前后，反中乱港头目
黎智英多次在社交媒体上“硬挺”，宣称将

“坚守香港”“已准备坐牢”。实际上他却
几次向法庭申请更改保释条件，以便离港

赴美，但被法官质疑有潜逃风险而拒绝。
在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下，一些自知

可能触犯法网的暴徒寻找各种途径逃
离香港。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去年

“修例风波”至今，已有约200名暴徒因
被警方检控而偷渡离港。随着香港国
安法正式出台，偷渡至台湾的费用已经
暴涨到50万至100万港元不等。

社会走向平静 暗流仍然涌动

香港国安法生效已约一周，记者6
日走访铜锣湾、湾仔一带发现，以往贴
满反中乱港文宣产品的“连侬墙”已被
清理得干干净净，数间餐厅也张贴告
示，宣布退出所谓的“黄色经济圈”。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反中乱港
分子明面上收敛了声势，其实不少人是
走向地下，准备以更隐蔽方式继续对抗。

黄之锋、周庭等人虽然宣布退出
“港独”组织，但依然在网络上大放厥
词，煽动香港青年对香港国安法的仇恨
情绪，叫嚣将联合外国势力向中央政
府、香港特区政府施压。

罗冠聪逃出香港后，还和李卓人、
梁继平等乱港分子通过网络参加美国
国会听证，污蔑香港国安法是“摧毁香
港”“不尊重‘一国两制’”。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表示，过去
一年，香港“黑暴”横行，加之外来势力
干预，香港市民已经受够了打砸抢烧，
苦不堪言。“香港国安法出台，不仅保障
了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维护
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但要完全实现香港社会
的安宁，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好香港国安
法。”陈勇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多位
专家在近日中国法学会举办的学习贯
彻香港国安法专家座谈会上指出，香港
国安法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作出系统全面规定，颁布
后关键是全面实施，建立强有力执行机
制，确保法律真正落地。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
大元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关键是全
面实施，使该法基本精神与具体规定真
正落地。该法第10条明确要求香港特
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居民
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特区政

府应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特区教育体
系，以此为契机，补上长期以来特区在
爱国爱港国民教育方面存在的短板。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泽
宪指出，应着力处理好香港国安法与国
家有关法律、香港本地法律的衔接、兼容
和互补关系，以织牢严密法网，更有效防
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行
为和活动。此外，香港特区仍应尽早完
成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这
是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所在。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剑锋说，法
律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香港国安法的

实施应遵循法治基本原则，坚持宪法确
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在依
法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护香港居民
根据基本法和有关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
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香港国安法
一经生效，就具有不容置疑的国家权
威和法律强制力。协会将组织动员广
大律师积极参与同香港国安法相配套
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为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提出专业性对策建议。

多位专家在学习贯彻香港国安法专家座谈会上指出——

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关键是全面实施

香港国安法震慑效应初显
反中乱港分子阵脚大乱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日前复信非
洲第一夫人发展联合会轮值主席、
刚果 （布） 总统夫人安托瓦内特，
同时致信其他非洲国家第一夫人，
感谢非洲国家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艰难时刻向中国人民提供
宝贵支持，并向非洲人民抗击疫情
表示诚挚慰问。

彭丽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各国守望相助、团结合作对于战胜
疫情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将通过非洲第
一夫人发展联合会向53个非洲国家捐助
一批抗疫物资，用于帮助妇女儿童、青
少年，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
情谊。

不久前，安托瓦内特致信彭丽
媛，高度赞赏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发挥的作用，并代表非洲第一夫
人发展联合会成员国第一夫人请中方

关注非洲妇女儿童、青少年等群体，
并为他们提供医疗物资。

中方援助物资近期发往各国，安
托瓦内特和有关国家第一夫人、高级
官员分别出席交接仪式，各国纷纷感
谢中方对非洲妇女儿童、青少年的关
心帮助，表示中方雪中送炭，体现了
非中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非洲各国
愿同中方加强抗疫合作，深化非中人
民传统友谊。

彭丽媛复信非洲第一夫人发展联合会
转达中方慰问支持

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20大领域共达成107项合作举措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王

宾） 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镝7日
在介绍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
九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时说，中阿双方就
团结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中阿
战略伙伴关系和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等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在20大领域
共达成107项合作举措。

6日举行的会议发表了《中国和阿
拉伯国家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合
声明》《安曼宣言》和《论坛2020年至
2022年行动执行计划》三份成果文件。

王镝介绍说，在团结抗疫“联合声
明”中，中阿双方一致强调团结合作是

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双
方都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支持世卫
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等。中方愿继
续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分享抗
疫经验。

在谈到《安曼宣言》时，王镝表
示，双方同意召开中阿峰会，并将打
造中阿命运共同体议题列入峰会议
题，这将成为中阿关系提质升级的强
大动力。

据王镝介绍，阿拉伯国家在《安曼
宣言》中强调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
的立场，支持中方在“一国两制”框架
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反对干涉内

政，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
中国采取预防性反恐措施和去极端化
努力等。

王镝还表示，双方在未来两年“行
动执行计划”中规划了务实合作、共同
发展的前进路径，在政治、经济、能源等
20大领域总共达成107项合作举措。
双方决定近期推动中阿合作重点向复
工复产、稳就业保民生方向倾斜，开辟
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深化产业链供
应链合作等。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于2004年，部
长级会议是论坛最高级别机制性活动，
每两年由中阿双方轮流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