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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10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出席。

蔡达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常委
会组成人员16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
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
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沈春耀作了说明。

会议听取了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
刚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贯彻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赵克志作的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
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
全国公安机关以执法为民为宗旨，以建
设法治公安为目标，坚持不懈地深入开
展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法履行职责，执法
质量和执法公信力稳步提升，有力维护
了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了人民安居乐
业。报告介绍了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
设基本情况、公安执法工作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提出五项工作措施和建议：进一
步提升思想认识，锻造新时代高素质过
硬公安队伍；健全完善执法制度，为执法
工作提供规范实用的操作指引；强化组
织督导，全面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要求；进一步完善有关公安工作的立
法；建议在刑法中单独增设袭警罪。

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杨晓渡作的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
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
2014年至2020年6月，共从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追
回赃款196.54亿元，有效消减了外逃
人员存量，新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
员明显减少；改革完善追逃追赃协调机
制，稳步推进追逃追赃法治建设，广泛
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关口前移筑牢
防逃堤坝，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取得重
要成果。报告指出，下一步将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追逃追赃领导体
制和协调机制，不断健全追逃追赃法治
体系，加快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体制机制，提升监察机关治理能力，
积极参与反腐败全球治理，从严从实加
强监察机关自身建设。

今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
物保护法执法检查。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作的执法检查
报告。报告指出，有关决定和野生动物
保护法贯彻实施取得明显成效。针对存
在的主要问题，报告建议，提高政治站
位，推动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深
入贯彻实施；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养殖场
户合法合规经营有序有效转产转型；维
护生态平衡，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

度；完善配套制度，严格履行法律责任；
加强执法监管，建立野生动物保护长效
机制；落实决定精神，修改完善好野生动
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今年6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贯彻
实施情况开展了检查。会议听取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作的执
法检查报告。报告介绍，该法颁布实施
以来，法律规定的主要制度和责任得到
了有效实施和压实。在指出法律实施
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报告建议，聚焦当
前农机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
突出问题，落实法律责任，完善治理体
系，提升治理效能，进一步强化农机科
技创新驱动，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农机，
加大作业服务支持力度，完善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增强农机监管服务能力，通
过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推动我
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信春鹰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关于“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
重要问题专题调研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
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
明金、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
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
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有关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

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等

栗战书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委员长会
议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
委员李飞向会议作了关于城市维护
建设税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
于契税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授权国

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
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
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
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宪法法律委根据常委会会议的
审议意见，提出了上述草案建议表
决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沈春耀向会议作了关于授予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
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

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向

会议作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建
议表决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
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召开第七十次委员长会议
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0日发表谈话
表示，坚决支持外交部宣布的对在涉港
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联邦参议员卢比
奥等11人实施制裁的决定。

发言人表示，列入此次制裁名单
的美方议员和一些美国非政府机构负
责人，在涉港问题上劣迹斑斑。他们

或参与炮制各种涉港法案、议案，或
公然为“港独”组织和激进暴力分子
提供支持、撑腰打气，或通过各种方
式竭力抹黑攻击“一国两制”和香港
国家安全法。他们肆无忌惮地干预香
港事务，有些人更是香港“修例风
波”的幕后黑手或推动有关制裁的罪
魁祸首。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颁
布实施以来，人心安定，秩序正常，
社会正能量不断提升，形势明显好
转。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
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坚决反对任
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严格执行
香港国家安全法，全力维护香港的繁
荣稳定。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坚决支持对美国11名人员实施对等制裁

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发言人10日发表谈话，坚决支持我外
交部宣布对美实施对等制裁，强调在事
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大问
题上，我们将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发
言人指出，美国财政部发表的所谓制裁
声明是现实版的“满纸荒唐言”，妄称

“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更是天大
的谎言和笑话。香港的出路在于正确
执行“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在于跟自
己强大的祖国在一起。

发言人指出，在美国所谓制裁消息
公布后，内地和香港无数同胞发出反对
美国的正义呼声，对美方蛮横行径表示
强烈谴责和最大轻蔑。与此同时，我们
也看到香港少数反对派代表人物急不
可待地跳出来，或欢欣鼓舞，说什么美
方制裁行动“有重大指标性意义”“今晚
开香槟庆祝”，或底气十足地预告什么

“制裁还会陆续有来，不单高官，中层甚
至直接执行危害香港法治的人，都有机

会纳入制裁名单”“后续还有第二轮、第
三轮名单”。此刻这些人不加掩饰的狂
妄，再次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们就是美
国在香港的代理人，是美国搞乱香港的
马前卒。这些人彻底背离了自己的国
家和民族，完全站在包括全体香港同胞
在内的14亿中国人的对立面，注定会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发言人表示，香港反对派与美国反
华势力随风起舞的恶劣表演，倒是提供
了一份最好的反面教材，能够教育更多
人认清美国反华势力与回归之后香港
之乱的深层联系，认清香港反对派“揽
炒”的目的，就是要反中乱港。人们确
实应当思考，在对待外部势力干预香港
事务问题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香港是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有着特殊
的历史，社会包容度强，文化丰富多元，
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模糊国家界限甚至
站错国家立场的理由，在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上，是不能含糊的。这段时间的事实已

经证明，美国借口香港国安立法悍然对
香港从经济和政治上实施所谓制裁，一
心盼望的是香港越乱越好，全力以赴的
是趁火打劫制造“颜色革命”。对美国
来说，只有香港陷入有如乌克兰、伊拉
克、叙利亚等地的长期内乱与动荡中，
才是“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发言人表示，香港命运从来都是跟
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中国的快
速进步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支
撑和广阔舞台。只要用好“一国两制”
这个最大优势、国家改革开放这个最大
舞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新的最大
机遇，尤其当前聚焦稳控疫情和恢复经
济，香港就一定能够战胜眼下困难，一
定能与日益强大的祖国共繁荣同发展。

发言人最后指出，中央始终关心牵
挂着香港，真心实意爱护香港同胞，是
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者、“一国两制”的
捍卫者，是香港由乱转治历史转折的推
动者，香港的前途和命运注定跟自己的
祖国在一起。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

香港的前途和命运注定跟自己祖国在一起

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 （记者
刘明洋）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
10日表示，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对美方
采取反制措施，会全面配合执行。

因应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对多位中
国政府涉港工作机构负责人和香港特
区官员实施所谓制裁，中国外交部10
日宣布对11名美方人士实施制裁。

发言人说，美国近月公然偏离国
际法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视过去

一年在香港特区发生的猖獗暴行，以
人权、民主和自治等为借口，针对香
港通过法案及宣布行政指令；近日更
肆意诋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并在香港公布实施的香港国
安法，充分暴露其双重标准及虚伪，
并严重损害双边关系。中央政府及特
区政府已多番对美方行径表示坚决反
对，中央政府亦强调保留采取反制措
施的权利。

发言人指出，美国政府日前变本加
厉，针对中国政府涉港工作机构负责人
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所谓制裁，行为卑
劣及无耻，香港市民与全国人民一样，
无不感到愤慨。

发言人强调，中央政府因应美方的
错误行径，对11名美方人士实施制裁，
属维护我国利益的必要举措，特区政府
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并会全面配合执
行，依法跟进。

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支持
中央政府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8月10日发表
谈话表示，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警
方当日依法对黎智英等7人采取的拘
捕行动，强调对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
安全的反中乱港分子必须依法严惩。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些反中乱港分
子长期以来“逢中必反”，投靠外国和境
外势力，充当其政治代理人，协助其干
涉香港事务，对中国进行分裂、颠覆、渗
透和破坏活动。在“修例风波”中，他们
频频窜访外国告“洋状”，推动美国通过
涉港法案，乞求美国对华和对港制裁，
并与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密会，合谋实

施不可告人的勾当。可以说，美国之所
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插手香港事务，在香
港制造乱局，正是因为其在香港扶植和
豢养了这些政治代理人，里应外合，狼
狈为奸。

发言人指出，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外
部势力实施的行为和活动，严重威胁国
家安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损害香港
市民根本利益和福祉，是妨碍“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和香港长治久安的祸患。
此患不除，香港不宁。黎智英就是他们
的代表性人物。他狂妄叫嚣“为美国而
战”，参与策划、组织、发动一系列非法
抗争活动，利用其所办媒体制造和传播

谣言、煽动和支持暴力，并为反中乱港
分子和“港独”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对
黎智英等人依法惩处，是法治的必然要
求。它充分表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
绝不会缺席。

发言人表示，香港是个多元社会，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
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极为广泛的自
由。但“一国两制”的底线不容触碰，法
治不容挑战。对于那些公然挑战“一国
两制”底线，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
活动的反中乱港分子，必须运用香港国
家安全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
法律予以严惩，绝不手软。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对勾结外部势力的反中乱港分子必须依法严惩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
温馨） 针对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8月
7日以所谓破坏香港自治为由宣布制
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区
官员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有关行径公
然插手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赵立坚说，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
方决定即日起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
劣的美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霍
利、科顿、图米，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以

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美
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美国
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人权观
察”执行主席罗斯、“自由之家”总裁阿
布拉莫维茨实施制裁。

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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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充
分行使各种自由。这是任何不带偏见
的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同时，

“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
风险和挑战，突出问题就是香港特区的
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在香港特区

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威胁和严重损害、特
区政府难以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立
法的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采取果断举
措，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了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香港国安法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
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
数守法的香港居民。

赵立坚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
权干涉。中方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纠正
错误，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
国内政。

外交部宣布制裁11名美方人员

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 《国务
院关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
继续运作作出决定的议案》8日已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香港各界人士
纷纷指出，作出相关决定是保障香港立
法机关正常运作，确保香港尽快走出疫
情、社会恢复繁荣稳定的必要之举，关
系到香港整体利益和市民福祉，符合社
情民意。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
会会长陈曼琪表示，全力支持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作出的相关决定，这体现了人
民生命至上，体现了在“一国两制”下，
中央为香港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困难、
全力支援特区抗疫工作、维护香港繁荣
稳定的决心。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
员马逢国表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相关决定是最适当、最具权威性的做
法，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也曾以决
定方式处理香港遇到的棘手问题。

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表示，基本
法规定特区立法会议员任期为四年，由
于疫情押后特区立法会选举所产生的

“真空期”问题，特区政府自身无法解
决，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友好协进
会副会长陈清霞表示，这是依据宪法和
基本法处理香港问题的法律程序和治理
决策。“真空期”属于宪制秩序问题，是香
港回归后首次遇到的特殊情况。问题的
解决必须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大中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主席李大壮表
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作出的重要决定
合法合理合情，真正将香港民众健康安
全放在首位。在疫情肆虐情况下，推迟
有关选举已成为国际社会通行做法。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岛各界联
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建明表示，全国人
大常委会相关决定是“一国两制”下的
应有之义，对于确保特区政府施政、保
障特区立法会正常运作和社会正常运

转及香港繁荣稳定，十分必要。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民建联会

务顾问彭长纬认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相关决定，体现中央对香港市民的
人身安全非常重视。最近内地抗疫支
援队来港，更加有利于香港集中精力应
对疫情。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表示，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特区立法会“真空
期”的问题，是现实中最合适的方法。
特区政府推迟立法会选举是基于在疫
情之下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考虑。

香港青年评论员组织“就是敢言”执
行主席陈晓锋表示，人命关天，抗疫优先，
为避免选举引起大规模聚集及其他影响
疫情的安排，押后特区立法会选举，并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立法“真空期”问题
作出决定，做法合宪合法、合情合理。

香港宁夏社团联会副会长阎伟宁认
为，特区立法会选举的公认价值是公平
与正义，疫情下正常的竞选活动不可能
正常展开。“真心希望全体港人能同心同
德，抗疫为先，抗疫为重，尽快驱走疫魔。”

香港各界：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决定符合社情民意

（上接第一版）同时，加强搬出地的生态
恢复，让大环境的“生态账”赋能“经济
账”“发展账”，实现全县农业向集约化
发展、农村向城镇化迈进、农民向职业
化转型。

大河乡西岔河村是一个以传统畜
牧业为主的农牧业村，这里有草原、雪
山。然而在2019年之前，牧民守着绿水
青山、雪山冰川却过紧日子。

户外运动爱好者常小平在2013年
发现巴尔斯雪山的独特景观后，开始与
当地协商规划建设景区。2019年8月
景区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拉开了西岔河
村全面盘活生态资源的序幕。

记者见到常小平时，他正在给村
旅游互助协会分配游客。常小平告诉
记者，“我们探索推行‘景区+协会+农
牧户’运行模式，通过分工合作，让利
于民”。

牧家乐主人何建军家大锅里的羊
肉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去年以来，我家
餐饮收入近10万元。”谈起现在的生活
老何乐得合不拢嘴。

临泽县倪家营镇南台村村民李永
清依托丹霞景区和优美的乡村环境办
起了农家客栈，“以前发展养殖，收入少
还影响环境。如今依托美好环境发展
旅游，我家收入翻了好几番”。

近年来，临泽县推动农业向集约化
发展，致力于打造全国玉米种子生产示
范核心区、绿色有机蔬菜生产基地、绿
色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和优质特色
林果基地，以戈壁农业为代表的新型生
态农业成为全县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临泽县还围绕“绿带拥城、水系绕
城、塞上江南、秀美临泽”的生态文明建
设思路，构筑“水清、岸绿、景美”的人文
生态景观，打造“城在水中、城水相依、
水绿交融”的宜居生态县城。以前寸草
不生的戈壁滩，现在经过改造，成为美
丽的风景。同时，通过发展旅游还带动
了经济发展。

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 针对香
港外国记者会发表声明无端指责香港国
安法和香港警方严正执法，为黎智英等
粉饰美化开脱罪责，外交部驻港公署发
言人10日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黎智英等一小
撮反中乱港分子公然勾结外部势力实施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蓄意破坏
香港繁荣稳定，损害香港市民根本利益
和福祉，是妨碍“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

香港长治久安的祸患。香港外国记者会
急不可耐跳出来为黎智英开脱罪责，就
是助纣为虐，与反中乱港势力沆瀣一气。

发言人指出，香港国安法保障香港
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与自由，包括新
闻自由。香港外国记者会在香港运作
近70年，很清楚香港新闻自由是有保
障的，同时也应该明白，世界上从来没
有绝对的、凌驾法律之上的新闻自由，
不能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从事干涉中
国内政、破坏中国安全和香港稳定的勾

当。在中国香港特区土地上，就必须遵
守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中国和香港
特区的法律法规。

发言人强调，香港警方依据香港国
安法和本地法律，对反中乱港分子采取
行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
定，不容置喙。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方
严正执法，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香港外国记者会应该尊重
事实，认清是非，停止打着新闻自由的
幌子，诋毁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正告香港外国记者会：

立即停止以新闻自由为幌子诋毁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