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中國新聞 神州大地 台海新聞 文匯副刊 國際新聞

A1

文 匯要聞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習近平：為不同文明搭建交流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

的文明圖譜。今天，亞洲不同文明在開放中交

平和夫人彭麗媛 14 日晚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

流、在包容中互生、在創新中發展，亞洲文明之

會，歡迎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外方領導人夫

花正在世界舞台上絢爛綻放。

婦及嘉賓。

推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王滬寧出席。
初夏的北京，生機盎然。晚上的人民大會堂，

習近平強調，中華文明在 5,000 多年不間斷的

燈光璀璨。伴隨着歡快的迎賓曲，習近平和彭麗

歷史傳承中兼容並蓄、創新昇華。中華人民共和

媛同貴賓們一同步入金色大廳。

國成立 70 年來，中國堅持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

習近平發表致辭，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熱烈
歡迎來華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各位嘉賓。習近

傳統文化，推動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為人類文明
進步作出了積極貢獻。

平強調，舉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就是順應亞洲合

習近平說，明天，我們將舉行亞洲文明對話大

作發展大勢和各國人民對文明交流互鑒的期待，為

會，共賞多元文化之美、共謀文明交流互鑒之

不同文明共同發展搭建一個交流互鑒的平台。

道。讓我們以本次大會為起點，同心同德，攜手

習近平指出，文明如水，潤物無聲。歷史的發
展、社會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都離不開文明的
滋養和引領。亞洲是人類文明重要發祥地，在漫
長的歷史積澱中，亞洲多姿多彩的文明交相輝
映，為人類保存着最久遠的文明記憶和波瀾壯闊

共進，讓各國文明在交流互鑒中熠熠生輝。
宴會在歡樂祥和的氛圍中進行。賓主親切交
談，共敘文明交流佳話，共祝世界和平繁榮。
丁薛祥、孫春蘭、楊潔篪、黃坤明、蔡奇、王
毅、何立峰等參加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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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宴會，歡迎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外方領
導人夫婦及嘉賓。圖為習近平在宴會上致辭。
中新社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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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召開領導班子會議傳達學習貫徹全國公安工作會議精神

修逃犯例符基本法
堵法律漏洞伸正義
14 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主持召開中聯
辦領導班子會議，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
記在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
神。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
港部隊政委蔡永中和傅育寧、李建紅、
高迎欣、黃小峰等主要駐港中資企業負
責人參加會議。
月 7 日至 8 日在京召開的全國公
會議指出，5
安工作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規格

中國執法公信力全面提升
會議認為，平安中國建設成就巨大、來之不
易，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發
展的基本前提，也是社會對法治和公義的信心之
基。今天的中國，呈現給世界的不僅有波瀾壯闊
的改革發展圖景，還有一以貫之的平安祥和。人
民群眾對社會治安滿意度從 2012 年的 87.55%提
升到 2018 年的 95.55%；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佈
的人類發展指數 2018 年數據更新顯示，中國每
十萬人殺人犯罪率僅為 0.6，殺人犯罪率之低排
名世界第12位，遠低於美國的5.4和英國的1.2，
作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國殊為不易。國際社會普
遍認為，中國創造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持
續安全穩定的「兩大奇跡」，中國是世界上最有
安全感的國家之一，「平安中國」已成為一張亮
麗的國家名片。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複雜的
國內外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
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就加強
公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實施一系列
重大改革舉措，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全面推進從
嚴管黨治警，提升公安機關執法公信力，促進了
社會公平正義，增強了人民群眾安全感，確保了
社會大局穩定。特別是在全面依法治國戰略佈局
引領下，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加快邁
向現代化，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厚植了社

間有陽光 幾陣驟雨

己亥年四月十一 十七小滿 氣溫 26-31℃ 濕度 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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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協助與合作，共同打擊和防範各類犯罪。
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與祖國內地應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客觀看待香港與內
地、台灣、澳門往來日益密切的實際情況，理性
處理彼此正常司法協作關係。近年來，香港與內
地司法交流日益密切，司法合作不斷加深。今年
1 月，特區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簽署《關於內地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
件判決的安排》，既加強了香港與內地在民商事
法律領域的合作，也有力鞏固了香港作為國際法
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在保障粵港澳大
灣區居民安全的同時，內地公安機關在出入境、
交通、邊防、戶政、消防等方面推出更多更高質
量的服務舉措，着力解決好灣區居民辦事難、辦
事慢、來回跑、不方便等問題，為幫助大灣區經
貿往來、人員流動等創造更便利條件，讓香港民
眾在大灣區建設中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
和幸福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5 月

的公安工作會議，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公安工作和建設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國，對堅決維護政治安全、社會安定、人
民安寧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公安工
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着眼民族復興偉業，從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深刻分析國內外大
勢，對公安機關履行好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職
責使命提出了明確要求，對於建設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國，更好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
序、國家長治久安，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創造安全穩定
的政治社會環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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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已向港移交逾 260 疑犯

■ 5月7日至8日，習近平出席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會公義的土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完善法律體
系，制定民法總則、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修改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頒佈國
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等法律。習近平總書記
強調，公平正義是執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線。近年
來，我們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努力讓人民群
眾在每一起案件辦理、每一件事情處理中都能感
受到公平正義，大力提升司法公正透明度，司法
裁判文書、審判流程、庭審和執行過程「四公
開」為國際社會所稱道。加強全民普法宣傳教
育，推動法治信仰浸潤人心，在全社會形成辦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環境，人民群眾對法治的參與之深前所未
有、信心之堅前所未有。
會議認為，犯罪是平安的天敵，也是世界面
臨的普遍威脅，需要各個國家和地區協力應
對。新中國成立 70 年特別是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
巨大發展成就，都是在國家安定、社會祥和的
基礎上取得的。中國之治與一些國家之亂形成
鮮明對比，更加彰顯維護社會安全穩定、人民
安居樂業的極端重要性，同時警醒我們全世界
都面臨犯罪威脅，追求法治和公義永遠在路
上，任何國家或地區都需要與其他國家和地區
合作打擊犯罪。長期以來，中國積極同其他國
家和地區開展司法執法合作、聯合打擊犯罪，
鋪寬、織密共同反犯罪網絡，受到國際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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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認同。比如從 2007 年開始，22 個國家 400
餘名外國法官相繼走進中國法院研修課堂；截
至 2018 年底，中國已與 74 個國家簽署雙邊刑事
司法協助條約、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
約、被判刑人移管條約及打擊恐怖主義、分裂
主義和極端主義合作協定 145 項；加入《聯合
國反腐敗公約》等近 30 項含有司法協助相關的
國際公約；2014 年至 2018 年從美國加拿大等數
十個國家引渡或遣返回國 42 人；與包括美國、
加拿大、英國在內的 113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務實
高效的警務合作關係；向聯合國總部和 9 個任務
區派遣維和警察 2,609 人次，為共同構建普遍安
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力量」，體現
了負責任大國的道義和擔當。

安全法治保障港繁榮穩定
會議認為，安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
法治和公義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作為亞洲乃
至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也是推進平安建設的
典範。長期以來，正是在安全、法治、公義的基
石上，香港成就了自己的發展傳奇。面向未來，
香港更需要全力維護特區安全，守護好法治和公
義核心價值，為市民安居樂業、香港繁榮發展創
造優良環境。當今世界，安全問題的聯動性、跨
國（地區）性、多樣性更加突出，香港不僅需要
做好自己，還應繼續加強與鄰近地區和其他國家

會議指出，近期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
例》的建議，既有法理依據又有現實迫切需要。
一方面，基本法第 95 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可
與中國內地，澳門、台灣地區司法機關通過協
商，依法建立聯繫和相互提供司法協助。據不完
全統計，香港回歸以來，內地公安機關克服法律
障礙，已向香港移交 260 餘名犯罪嫌疑人，包括
「空姐藏屍」案疑犯、尖沙咀珠寶鐘錶店劫案五
名疑犯以及劉進圖被襲案兩名嫌疑犯等，有力支
持香港打擊犯罪，助力香港成為當今世界最安全
城市之一。香港與 20 個司法管轄區有移交逃犯
長期協議，與 30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刑事事宜
相互協助安排，與內地卻沒有相應安排，回歸至
今未曾有一例移交。修訂移交逃犯條例可以建立
區際間的司法協助關係，也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
之義，更是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和鞏固提升香
港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舉措、應有作為。另一方
面，修訂條例可以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堵塞現有
法律漏洞，使涉及「人命關天」甚至「一屍兩
命」的嚴重犯罪嫌犯及時得到懲治，避免香港成
為「逃犯天堂」、「避罪港灣」。
會議討論並堅信，香港社會各界一定能夠充分
理解特區政府的擔當和努力，香港廣大市民一定
能夠在了解事實「真相、真情、真理」中，拒絕
和抵制別有用心的「蠱惑謠言」和「人為製造的
恐慌」，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獨立見解和判斷，相
信香港特區政府和法院法庭對法治的堅守，相信
我們國家在全面依法治國戰略佈局引領下的司法
公正和巨大進步，相信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市
民一定會以實際行動支持打擊跨境犯罪、珍惜
和維護香港「購物天堂」、「安寧港灣」、珍
視和保護人民安居樂業，共同促進社會公平正
義，共同維護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不斷提升
香港法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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