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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国务院港澳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提供坚实法律基础

香港中联办声明：

坚决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
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

林郑月娥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
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作出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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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下说明。

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正常换届选举受影响的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
基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会除第一届任期为两年外，每
届任期四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立法会任期至今年9月30日届满。今
年6月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依法指定9月6日为第七届立
法会换届选举的举行日期。随后，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立法
会选举活动指引》，并指定7月18日至
31日为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

今年7月初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
暴发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截至8月7
日零时，全港累计确诊病例3938例，其
中本地确诊病例2874例，受感染人士
遍布香港多个区域和行业，且有接近一
半个案感染源头不明。特别是7月22
日至8月2日，连续12天每日新增确诊
病例均过百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迅速行动，采取了加
强病源追踪、加大边境管制、严格控制
公共场所聚集、收紧豁免检疫安排等一
系列更为严格的防疫抗疫措施，但疫情
仍然在社区急速扩散、持续蔓延，防疫
形势极为严峻。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此
轮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社区大暴发的风
险不断增大，而且短期内难以消失。如
果每日新增病例过百的情况持续数周，
香港的公立医院系统将濒临崩溃。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对立法会换
届选举的正常举行造成严重冲击。一是
由于投票日预计将有超过300万选民到
615个投票站投票，而投票站空间小，届
时难免在投票站内外出现人群聚集的情
况，交叉感染的风险非常高。二是由于
特别行政区政府从7月29日起实施禁
止2人以上人群聚集的防控措施，导致
候选人难以开展竞选活动，争取选民支
持。三是据国家移民局统计，近3个月
滞留内地的港人有52.7万，他们将难以
在投票日返回香港投票。同时，今年年
初以来，有数以万计赴海外的香港选民
因为疫情和有关防控措施而滞留当地，
也将同样失去投票机会。四是香港特别
行政区登记选民中逾60万年龄超过71
岁的长者选民，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易感

人群，他们可能基于健康考虑而放弃投
票。香港许多政团、社团和社会人士认
为，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如期举行
选举不仅很难确保公平、公开，而且会加
大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风险，危及选民、支
持者和投票站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安
全。他们纷纷呼吁特别行政区政府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依法推
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在此情况下，为保障市民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保障立法会选举的参与
度和公平公正，并避免妨碍立法会按年
度周期处理事务和扰乱选举周期，7月
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同
行政会议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紧急情
况规例条例》，决定暂停实施香港特别
行政区《立法会条例》中有关“押后立法
会选举不得超过14天”的规定，将第七
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二、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有
关考虑

7月28日，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向中
央人民政府呈送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事宜的
报告》，报告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所作的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一年的
决定，行政长官还请求中央人民政府对
于立法会选举推迟后如何处理立法机
关空缺问题，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作出相关决定。

国务院认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
议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作出推迟
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决定，法律依
据充分，符合当前香港疫情发展的实际
情况，有利于保障公共安全和选举的公
平公正，符合公众利益，是必要的、恰当
的。国务院已于7月29日向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表明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
议所作有关决定的支持。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在报告中还请
求中央人民政府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
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情况下立法机关空
缺问题作出相应安排，为第六届立法会
继续运作提供宪制依据。我们认为，根
据基本法第四十三条，行政长官作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
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其就香港特
别行政区出现的立法会正常换届选举
受到影响的宪制问题向中央人民政府
提交报告并提出有关建议是适当的。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有
关问题作出决定也是必要的：一是根据
基本法第六十九条关于立法会正常任

期每届四年的规定，第六届立法会任期
至今年9月30日结束。在香港现行有
关法律规定下，行政长官有权决定推迟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但无法解决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推迟后出现的立法机关空
缺问题，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从宪制层面解决。二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力也有责
任对基本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宪制问
题以适当方式予以解决。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将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
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三、议案的主要内容及说明

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的议案的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2020年9月30日后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二是第
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的时间不少于一
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议案建议明确2020年9月30日后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
作，旨在解决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引
起的立法机关空缺问题，确保立法机关
正常运作、特别行政区政府有效施政和
社会正常运转。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三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行使重
要职权，包括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审
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
支等。如果立法机关在相当长时间内
空缺，将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和社会
稳定带来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明确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
作，可以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议案建议明确第六届立法会继续
运作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
期开始为止，既是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
会议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的
决定相衔接，也考虑到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和有关工作需要
延长立法会选举日期预留空间。

此外，根据基本法第六十九条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除第一届任期
为两年外，每届任期四年”的规定，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有关
决定中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
法会依法产生后，任期仍为四年。

总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对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事宜作出
决定，对于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施
政和社会正常运转、保持香港的繁荣稳
定，是十分必要的。

议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予
审议。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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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2020年8月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11日发表声明表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
续履行职责的决定》，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职提供了坚实
法律基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坚决
拥护，并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声明表示，鉴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峻形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会同行政会议依法作出推迟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一年的决定，体现出对香港市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
度，有利于保障公共安全和立法会选举
的公平公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
机关因无法正常进行换届选举而出现
空缺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
定，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
法会继续履职的决定，明确2020年9
月30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
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
始为止，十分重要，十分及时。这一决
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
续履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有利于
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
秩序，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常施
政和社会正常运行。我们相信，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会按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共同做好与第六
届立法会继续履职有关的各项工作。

声明指出，香港回归以来的事实让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到底是谁真心

为香港好？是那些打着“民主”“自由”
“人权”等幌子，策动港版“颜色革命”，并
不时挥舞制裁大棒，把香港当作遏制中
国棋子的美国政客吗？不是。是那些勾
结外部势力，煽动“港独”“黑暴”“揽炒”，
挑战“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
反中乱港分子吗？也不是。无论是抵御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抗击非典疫
情或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无论是
出台重大政策措施支持香港走出经济困
境，改善民生，还是制定重要法律帮助香
港平定乱局，解决宪制问题，重回发展正
轨，中央政府和14亿祖国人民始终最关
心、最体贴、最爱护香港，祖国内地始终
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困难的最大靠
山。香港的美好明天在于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在于与日益强大的祖
国同发展、共繁荣！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11日发表声明，坚决拥护《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
定》，指出这一决定是依据宪法和基本
法作出的，具有不容挑战的法律权威；
中联办将支持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按
照有关决定，共同做好第六届立法会继
续履职的各项工作。

声明指出，鉴于香港疫情的严峻形
势，特区政府依法作出推迟选举的决
定，体现出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有利于保障公共
安全和立法会选举的公平公正。对于

随之出现的立法机构“真空期”问题，在
香港特区自身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全国
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
责的决定，明确2020年9月30日后，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
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后，
任期仍为四年。这一决定十分重要，十
分及时，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整体利益的
高度负责和对市民切身利益的最大
关爱。

声明表示，这一决定为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职提供了坚
实的法律保障，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简
便易行，有利于维护香港特区的宪制秩
序和法治秩序，确保特区政府正常施政
和社会正常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社会震
动，以便全社会集中精力做好当前最紧
迫的疫情防控工作。

声明强调，当前香港疫情仍在高
位持续，广大市民对尽快战胜疫情、逐
步恢复秩序、更好纾解民困抱有迫切
期待。相信在中央和内地的大力支持
下，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
定能够尽快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记者刘
明洋）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11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
定》。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发表声明
表示，有关决定合法、合情、合理，他全

力支持，相信香港市民亦会支持。
董建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当

日通过关于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
续履行职责的决定，解决了立法会换
届选举推迟而产生的立法机关空缺
问题。

董建华表示，目前香港疫情依然

严峻，社会经济百废待兴，衷心希望
全体立法会议员，以市民生命健康为
重，以香港长远福祉为重，放下歧
见，切实履行立法会的法定职能，全
力聚焦经济民生，协助特区政府复苏
经济，纾解民困，推动变革，重建
香港。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记者刘
明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1日表示，衷心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决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解决因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而令立法机
关出现空缺的问题。

香港特区政府7月31日宣布，鉴于
疫情严峻，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市民健
康，并确保选举在公开、公平情况下进
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原定
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推迟
一年举行。由于香港基本法第六十九
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除第一
届任期为两年外，每届任期四年。因此

现届立法会任期须于2020年9月30日
结束，特区立法机关将在第七届立法会
产生前出现空缺。

为解决上述问题，行政长官在行政
会议作出决定后向中央人民政府呈交
紧急报告，寻求支持和指示。国务院早
前已回复表示支持特区政府将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的决定，并会依法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立法机关空缺
问题作出决定。

林郑月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规定，
作出权威性决定，妥善解决立法机关因
推迟选举出现空缺的问题，既维护香港

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又能确保
特区政府可以正常施政和社会正常运
行，再次展示中央对特区的关爱和支持。

根据决定，2020年9月30日后，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
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后，
任期仍为四年。

据了解，特区政府稍后会将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决定刊宪，同时会通过刊宪
撤销早前行政长官根据《立法会条例》
第六条为配合换届选举而中止第六届
立法会会期的决定，让第六届立法会可
按需要尽早恢复运作。

董建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
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合法、合情、合理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记者丁
梓懿 刘明洋） 香港各大政团和多个
团体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全国人大常委
会11日表决通过的相关决定。他们指
出，相关决定符合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尊重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意见，切
合实际且简单易行，有助确保香港社会
正常运作和经济民生发展。他们呼吁
社会各界应团结一致，集中精力应对
疫情。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11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
定》，解决香港特区因疫情推迟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而产生的立法机关空缺
问题。

42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当日发表
声明表示，期望所有延任的立法会议员
以全港市民福祉为依归，确保立法会有
效运作，与全港市民齐心携手应对疫
情，恢复经济，纾解民困，并推动社会变
革，帮助香港走出困局。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表示，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对特区政府和
社会经济正常运作至关重要，为香港社
会集中力量防控疫情、复苏经济、改善
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香港工会联合会表示，相关决定充
分尊重主流民意，切合实际情况，体现
了“以民为本、抗疫为先、稳定为重”的
精神。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指出，相关决定
是当前形势下最适当的方案，有利于止
息纷争，确保社会正常稳定运行，有利
于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主要精力集
中到疫情防控工作上。

香港新民党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相关决定，非常务实及合理，新民
党表示理解及支持。

香港自由党表示，相关决定和安排
有助香港社会减少争拗，以便集中精力
应对疫情，相信此举必能获得广大市民
认同和支持。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指出，相
关决定充分考虑特区实际，将确保特区

立法机关正常运作，确保香港社会经济
有序发展。立法会正常运作、香港繁荣
稳定是香港市民的心声。

香港中华总商会相信，落实相关安
排可避免立法会停摆，不影响众多涉及
社会民生和经济议案的审议工作，很有
必要让立法会在未来至少一年继续保
持正常有效运作、履行职责。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表示，相关决定
确保未来一年立法会继续有效运作，为
香港社会共同抗疫，复苏经济，改善民
生打好基础，符合全港市民大众利益。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表示，相关决定
是中央政府依法治港的重要步骤，当前
集中一切力量打赢抗疫这场仗，是攸关
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首要工作。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说，相关决定对
确保特区政府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转、保
持香港繁荣稳定十分必要，同时也体现
了中央维护“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

香港青年民建联期望延任立法会议
员以香港市民整体利益为首要考虑，确
保立法会有效运作，协助社会走出困局。

香港各大政团和团体坚决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

（上接第一版）
“汾河边上，连烟头都很少看见

了。”村民张鹏程和老伴儿给汾河当了
10年保洁员，他告诉记者，如今水清
了，地绿了，空气好了，来汾河边散步的
市民也多了很多。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年来，山西启动实施“两山”生态
修复工程，围绕生态修复机制创新试验
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试验区、“一
圈一带”生态修复先导区、生态保护修
复助推脱贫攻坚先导区“四大定位”，全
流域布局，按山系治理，整区域推进国
土绿化，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好生态带来“金饭碗”

“老王，这片树有些高了，会降低产
量。”立秋已过，山西灵石县经济林中心
技术服务队顾问胡守志把张嵩村王振

华园子里的每棵树都看了一遍。2013
年以来，山西扎实推进干果经济林提质
增效项目。从此，技术员成了王振华家
的常客。

近年来，山西大力践行“两山”理念，
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通过改造提升低
质低效干果经济林，大力发展连翘等特
色经济林，做大了“山西红枣”“山西核
桃”等一批品牌，惠及贫困人口51万人。

养了大半辈子羊的右玉县西窑头
村村民王悦，正以另一种形式享受生态
红利。“以前自己养羊，不够一大家人开
销。”现如今，他和老伴儿在祥和岭上集
团公司的生态牧场务工，“吃有食堂，住
有宿舍，两人一年收入有7万元。”

“1.2万亩荒地建成了牧场，种满树
木、牧草，能够很好地保持土壤水分。
羊的粪便成了灌木、乔木和牧草的肥
料，形成了生态循环。”祥和岭上集团董
事长张宏祥说，为解决冬储饲料问题，

公司还流转了6000亩地专门种植牧
草，要走生态养羊的路子。右玉羊肉还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树起
了“生态羊”的金字招牌。

依托好生态，右玉县的旅游业快速
崛起。在右玉马营河村，马营河、苍头
河、长城，共同构成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
文历史景观。村民朱美丽曾是村里的贫
困户，2018年她开起了农家乐，“5个月
就赚了近3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生态文化旅游如今已成为山西的
一张新名片，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
正扎实推进。“山西将紧紧围绕‘塑造表
里山河生态美好壮丽形象’战略目标，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创新文旅融合
路径，做亮绿水青山底色，挖掘历史文
化内涵，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着力将生
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打造成践行‘两山’
理念的山西样板。”山西省委书记楼阳
生表示。

新华社香港8月11日电 （记者刘
明洋）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11日会见传媒时表示，欢迎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
续履行职责的决定。在目前疫情严峻
的特殊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这
个原则性的决定，可以令特区立法机关
继续顺利运作，确保特区政府有效

施政。
因应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特区政府决定推迟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以确保选举在公平、公正的情况
下进行。为解决选举推迟后出现的立
法机关空缺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
责，不少于一年，直至香港特区第七届

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梁君彦说，香港目前正面对疫情，

加上经济困难，他期望立法会复会后，
议员们能够放下政治分歧，理性沟通，
互相包容，努力做好议会工作，履行议
员的宪制责任。他呼吁大家要以务实
态度，解决经济及民生问题，以市民的
福祉为依归，共同带领香港走出困局。

梁君彦：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可令香港特区立法机关继续顺利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