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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3月 31日电（记者刘明洋）全国

人大常委会 30日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订案，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香港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此

次修法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举措，将为

香港发展优质民主、实现良政善治提供制度保障，

有利于解决香港长期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发表声明表示，新修订的

选举办法体现了基本法均衡参与原则，让立法会发

挥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功能，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和基本法的权威。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

从根本上保障“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维护国家

安全。此次修法也将提高特区政府治理效能，强化

行政主导体制，为香港社会未来的繁荣稳定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政府人员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国家行政

学院香港同学会及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发

表联合声明表示，公务员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力量的

主体，肩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责任和使

命，应带头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全力配合相

关跟进工作。声明呼吁公务员尽职履责，支持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同心同德为市民谋福祉，为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及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作出贡献。

香港中华总商会声明说，扩大选举委员会和立

法会规模的相关安排，可更广泛地涵盖各个阶层和

界别人士，让更多不同背景的精英和爱国爱港人士

参与其中，符合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原则。候选

人资格审查机制可确保参选人符合“爱国者治港”

要求。声明期望特区政府尽快启动修改本地法律

的工作，并向公众加强宣传推广和解说。

全港各区工商联坚决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完

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行使宪制权力，坚决支持特区

政府尽快完成修改本地法律的工作，完善选举制度，

使香港重回正轨，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

香港教联会发表声明表示，香港社会长期过度

政治化，学校不幸成为政治角力场，影响正常教学

活动。期望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政治重回正轨，学

校得以专注开展教学工作。声明呼吁社会各界加

强国情、国安教育，帮助香港下一代树立对国家民

族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为香港和国家发展作出更多

贡献。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指出，全国人大常委

会修法将从根本上结束香港过往的选举乱象，有利

于特区政府专注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推行利

港利民之策。扩大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规模、设立

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不仅能更好地代表香港社会

整体利益，还将大大加强今后行政和立法的协调

性，落实行政主导体制。相信在中央关怀及香港上

下努力之下，香港走出困境、开创新局可期可待。

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说，此次修法令香港选举制

度更符合“一国两制”原则，是香港社会重回正轨的

治本之策。联会将一如既往支持国家和特区政府

施政，团结广大青年共同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认

为，中央在制度层面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

则，剔除特区管治架构中的反中乱港者，可确保塑

造良性政治生态，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他说，

此次修法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与时俱进，有利于充分

体现香港社会整体利益，提升香港民主质量。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表示，新选

举制度涵盖了社会各界别、各阶层代表，体现了均

衡参与原则，更能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而且有

利于理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

提升特区治理效能。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可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设立“安全阀”，为政治

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黄书锐、香港特区政府青年

发展委员会委员霍启刚等人也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法可堵塞香港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为香港

及国家的政治安全提供兜底保障。今后无论是行

政长官依法施政还是立法会议员依法履职，都将更

紧密地与中央的步伐保持一致，也可更好地发挥香

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更好地抓住机遇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香港社会各界纷纷表示

中央完善选举制度为香港实现良政善治提供制度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者董雪、许可）针对美国国务院

30日发布《2020年国别人权报告》称中国政府在新疆进行“种族

灭绝”，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1日说，美方基于个别反华势力的

谎言和虚假信息，妄自断言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荒谬至

极的世纪谎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侵犯，也是对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灭绝种族罪是公认的严

重国际罪行。1948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明确规定了灭绝种族罪的定义。对灭绝种族罪的

认定需要经过权威、严格的法律程序，要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

验。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资格和权力随意认定别国犯

有“灭绝种族罪”。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这个罪名

用作信口开河、恶意操弄的政治标签。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早已证明，美方不断援引炒作的所谓调

查报告是反华极端分子郑国恩之流炮制编造的虚假信息，几个

所谓的“证人”只不过是被他们利用培训出来的“演员”，而相关

媒体则居中扮演了“扩音器”和谎言传播机的作用。他们的拙劣

表演漏洞百出，对此，中国新疆方面、包括美国人士在内的很多

外国人士都已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揭露和批驳。

华春莹指出，所谓“灭绝种族”是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污蔑、对

新疆发展成就的污蔑。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中国宪

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得到充分

保护，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得到有效维护。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比美国的好得多、公平得

多，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比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幸福、平等、有尊严

得多。

华春莹说，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视新疆安全繁荣发展的现

实和 2500万各族群众团结和睦的事实，仅仅依据几个所谓伪学

者伪证人的说法就随意给中国扣上“种族灭绝”的帽子，只能更

加戳穿美方所谓讲法治规则的虚伪面目，只能更加证明美方企

图制造所谓新疆问题来阻遏中国发展的战略阴谋。

“美国现在对中国新疆穷凶极恶、气急败坏胡乱进行的指责

和乱扣的帽子，事实上都是他们自己犯过的罪、做过的恶，都是

他们自己罪恶的反射。”华春莹说，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美国国别人权报告时，有

110 多个国家对美国人权问题提出了批评，要求美国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歧视少数群体

等系统性问题。美国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戏该

收场了，美国政客该从自己“楚门的世界”里清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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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香 港 3 月 31 日 电 美 国

国务院发表所谓“2020 年度国别人权报

告”，就香港事务胡搅蛮缠，大肆污蔑香港

国安法等中央涉港议程，抹黑特区政府依

法施政和警方严正执法，明目张胆为反中

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就此，外交部驻港特

派员公署发言人 31日表示，所谓“报告”的

有关内容颠倒黑白，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中央

始终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港人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与自

由。香港国安法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历

史转折，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优化和发

展了香港特区的民主制度，为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行稳致远和维护香港长治久安提

供了制度性保障。当前的香港社会，“黑

暴”不再，“揽炒”终结，人心思稳思定，各界

得以团结抗疫、振兴经济、改善民生，香港

市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香港的发展前

景必将更加美好。

发言人指出，美方所谓“报告”打着“人

权”的幌子说三道四，实际却配不上、对不

起真正的人权二字。美国的世界自由指数

和法治排名都落后于香港，自身人权状况

不忍卒视，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此起彼伏，

枪支交易和枪击事件创历史新高。美方对

自身人权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却一再

以“人权卫士”自居，将破坏“一国两制”、侵

蚀港人权利自由的脏水泼向中国中央政

府，栽赃抹黑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警方隐

忍克制的执法行动，美化反中乱港分子的

暴力犯罪行径，唯恐香港不乱的险恶用心

暴露无遗。

发言人强调，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

对香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历史大势，香

港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人心所向。

无论美方还是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言行都

是无谓聒噪，打错了算盘，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发言人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美方正视历

史、认清事实，管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切实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以

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

敦促美方彻底停止打着“人权”幌子
阻 挠 香 港 由 乱 及 治 的 浩 荡 步 伐

新华社香港 3月 31日电 香港特区

政府 31 日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所

谓“2020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 ”（下称“报

告”）中对香港特区的评论。特区政府发言

人重申，外国政府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

港特区的内部事务。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人权在香港得

到法律的全面保障。香港基本法作为香港

特区的宪制性文件，对基本权利及自由提

供宪制上的保证，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权利保证，更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之下得

以加强。保障人权和自由是特区政府的宪

制责任，特区政府高度重视并坚定维护香

港的人权和各项自由。

发言人说，美方所谓“报告”质疑中

国是否仍然贯彻落实“一国两制”，这是

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

一个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切合香港市民

的利益，满足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需要，

以及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

府一再表明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

政策。

发言人表示，强烈反对“报告”中抹黑

香港国安法的评论。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

权，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其国家

安全，无论该国家是实行单一体制还是联

邦体制，国家安全立法都是由中央政府而

非地方政府所进行。制定具有域外效力的

国家安全法律亦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因政

治目的而诋毁香港国安法，明显是采取双

重标准的虚伪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强烈反对美国所谓“报告”对香港特区的评论

新华社澳门 3 月 31 日电 就 美 国

国务院发表的所谓“2020 年度国别人权报

告”涉澳门特区内容，澳门特区政府、外交

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 31日回应表示，美方

所谓“报告”涉澳门内容肆意颠倒黑白，充

满政治偏见，我们坚决反对。

澳门特区政府、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

公署表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色

“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宪

法和基本法赋予特区居民前所未有的广泛

权利和自由。美国自身人权问题严重，根

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敦

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

止干涉澳门事务和中国内政。

澳门特区政府和外交部驻澳门公署表示

坚决反对美方所谓“国别人权报告”涉澳内容

新华社香港3月 31日电（记者朱宇轩）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31 日表示，展望 2021 年，

特区政府落实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将成为施政头等大事。

由香港 23家媒体联合主办的“2020年特区政

府施政十件大事评选”31日举行颁奖典礼，“香港

国安立法保障社会安定”被评选为十件大事首位。

林郑月娥在致辞时表示，2021 年，特区政府

将全面配合中央，通过本地立法落实经修订的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并办好选举委员会、立

法会和行政长官三场选举。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国安法被评选为 2020年

特区政府施政十件大事之首是实至名归。她说，

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后，困扰香港市民多月的街

头暴力几近绝迹，社会恢复平静，市民的权利和自

由再次得到保障。香港国安法是香港的“定海神

针”，是香港由乱向治的转折点。特区政府将继续

无畏无惧地执行香港国安法，防范和遏止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并将罪犯绳之以法。

回顾 2020 年，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特区

政府采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措施严控疫

情，并积极采购新冠疫苗。“全港市民免费接种新

冠疫苗”获评为十件大事第二位，对此，林郑月娥

表示，疫苗接种仍然是香港克服疫情的最大希望，

呼吁香港市民尽快接种疫苗。

评选活动主办方介绍，“2020 年特区政府施

政十件大事评选”共收到逾 13万张选票。根据结

果，主办方最终评选出十大事件，涉及法律、经济、

民生、公共卫生等方面。

自 1998 年推出以来，“特区政府施政十件大

事评选”已举办了 22 届，活动对帮助特区政府了

解民生所需和社会诉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林郑月娥表示

落实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将成为今年施政头等大事

新华社香港 3月 31 日
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 30 日

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修订案，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

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

善。香港特区立法会建制派

议员对此表示支持，将积极

配合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令

各项选举能够顺利完成。

建制派 40 名议员 30 日

发 表 声 明 表 示 ，支 持 全 国

人 大常委会按照全国人大

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附件二，在国家层面完成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工

作。此举贯彻“爱国者治港”

的核心要求，保障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促进香港长

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确保“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

致远，合宪合法、合情合理，

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这

也是顺应广泛民意、符合香

港实际情况的做法。

按照全国人大决定，下一阶段特区政府将进

行修改本地法律的工作。特区立法会已经成立相

应的小组委员会，负责跟进全国人大决定和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的工作，并在特区政府提交本地法律修改建议时

跟进审议。

特区立法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小组委员会副

主席、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张国钧表示，待特

区政府提交法案后，小组委员会将抓紧审议工作，

尽快落实新的选举制度，让香港早日重回正轨。

工联会副会长、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表示，期望

选举制度完善之后，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有更广

泛的代表性，立法会能有效运作，特区政府能有效

施政，解决香港深层次民生问题。工联会将团结

广大劳工基层，一起做好完善选举法例和制度的

工作。

经民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表示，商界

认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相关修订案，认为

根据全国人大决定建立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并

且具有香港特色的选举制度，能够有效杜绝反中

乱港分子进入特区管治架构，确保“爱国者治港”

原则得以落实，维护国家主权，保障香港长远繁荣

稳定，工商界也能够放心继续在香港投资。

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完善

选举制度有助于立法会延揽更多优才，将来的立

法会继续有不同的声音反映社会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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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3月 31日电（记者刘明洋）全国

人大常委会 30 日全票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

附件二修订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

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香港主要

建制派政团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香港民建联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通过

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方案，以全国人大有

关决定为依据，符合宪法、基本法及香港实际情

况，符合社会各界期望，合宪合法、合情合理，具

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此次修法全面修补了香

港原有选举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与时俱进，强化

行政主导体制，保障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和“一国

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香港工联会表示坚决拥护此次修法。工联会

认为，此次修法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

宪制秩序，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爱国者治港”原则获得落实，能够杜绝

“揽炒”“拉布”瘫痪议会等恶劣情况出现，切实提

高特区治理效能，有利于社会更聚焦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让“打工仔”安居乐业。

香港经民联认为，此次修法回应了香港社会

经历大乱之后思安思进的主流民意，从国家层面

为填补香港选举漏洞、维护国家安全、终结香港政

治乱象、落实“爱国者治港”提供了不可挑战的法

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经民联期望社会各界支持特

区政府抓紧时间做好本地法例修订工作，为香港

带来政通人和、聚焦发展的全新局面。

香港新民党认为，任何政治制度的最终目标

均是促进良好管治、振兴经济、改善民生，而香港

的选举制度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与时并进，

体现“爱国者治港”精神。新民党全力支持中央完

善特区选举制度，也将一如既往，积极培养更多爱

国爱港、年轻专业的政治人才，投身议政工作。

香港自由党认为，过往香港选举制度一直存

在问题，非爱国者为了获得自身政治本钱而破坏

社会和市民的整体利益，令香港发展停滞不前。

香港目前更需集中精力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社会

无力承受祸港分子所带来的乱局。

上述政团表示，将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尽早完

成有关本地立法工作。

香港建制派政团纷纷发表声明

中央完善选举制度符合各界期望 将全力配合本地立法

本报北京 3月 31日讯（记者常理）“相约北

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 31日举行。会

上，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表示，4月

1日至 10日举行的冰上项目测试活动涉及冰球等

7 项赛事。赛事将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五棵松

体育中心等5个竞赛场馆分别举行。

据悉，竞赛场馆测试工作的重点包括场馆设

施、竞赛组织、场馆运行、指挥体系、疫情防控等方

面。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主任丁东介

绍，在此次冬奥场馆改造中，首都体育馆增加了专

业灯光照明和综合视频显示系统。同时，通过减

少座椅数量，增加了座椅宽度，提升了观赛舒适

性。制冰技术也由上一代氟+乙二醇的间接制冷

方式，改为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制冷，充分体现了

绿色办奥理念。

同日，“激情冰雪 相约冬奥”倒计时 310 天

暨我爱我家冬奥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

2022年冬奥组委驻地首钢园举办。

北京冬奥会冰上项目测试活动开启目测试活动开启

3月 31日，在“激情冰雪 相约冬奥”倒计时 310天暨我爱我家冬奥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仪式上，我爱我家

正式发布了冬奥志愿服务百千万行动，该行动旨在让冬奥知识、冬奥文化走进社区。活动现场，社区居民代

表参观了冬奥展示中心等场馆，并现场体验了模拟冰球等项目。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