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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國及西方人士近期就涉香港、涉新冠肺炎疫

情、涉新疆等問題無端指責中國人權狀況，散播了很多謬論，充滿對中國的無知

和偏見。中國外交部2日發布題為《關於涉華人權問題的各種謬論及事實真相》

的萬字長文，駁斥涉華人權問題的37個謬論，其中10項涉及香港。外交部強

調，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會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制定香港國安法，有利於香港長

久穩定，是一切發展的基礎和前提。

外交部萬言駁斥涉華人權謬論
逐一臚列事實真相痛擊西方無端指摘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將頒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是中國

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將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頒發「中
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
念章。
據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負責人介紹，「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
作戰70周年」紀念章頒發給下述對象中符合條

件的人員：
——參加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健在的志願
軍老戰士老同志。
——出國為抗美援朝戰爭服務的、健在的醫

務、鐵道、運輸、翻譯人員，參加停戰談判等
工作的人員，民兵、民工，新聞記者、作家、
攝影等人員。
——1953年7月停戰後至1958年10月志願軍

全部撤離朝鮮期間，在朝鮮幫助恢復生產建設
的、健在的人員。
2020年1月1日以後去世的，在此次發放範圍

之內。
此次人員統計採取組織統計和個人申報

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以組織統計為主，個
人申報作為補充。組織統計不能覆蓋且符
合頒發條件的人員，可於 2020 年 7月 25 日

前，填寫「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
作戰 70周年」紀念章個人申報表，由本人
或授權代理人向其戶籍所在地的縣級人民
政府有關部門提交申報材料，申報表下載
地址及各地區受理部門情況詳見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網站表彰獎勵專欄（www.
mohrss.gov.cn）。
審核確認後，於2020年10月開始陸續發放。

7月2日上午，「香港各界撐國安
立法聯合陣線」攜逾160萬香港市民

聯署書，來到位於中環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集會，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抗議
現場，大家撐起寫有「反美國外部勢力干預」的巨型橫幅，舉起一幅幅印有「港區國安法護國
保家園」「美國黑手荼毒年輕人」的標語牌，高喊「反對美國干預支持國安立法」等口號，表
達對美國政府不斷干預香港事務的不滿。 圖：中通社/文：北京日報

護 國 保 家 抗 美 干 預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
駐英國大使劉曉明7月1日會見英國外交部常務次
官麥克唐納，堅決駁回英方就香港國安法對中方的
無端指責，他指出，英方近來就香港國安法指手畫
腳、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

居英權問題違諾違國際法
《中英聯合聲明》沒有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條

款賦予英國在香港回歸後對香港承擔任何責任。英
國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香
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針對英國方面稱將為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的香港居民提供更多居留權利一事，中
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方客觀公正
看待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不以任何方
式干涉香港事務。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表示，英方曾與中方互換

備忘錄，明確承諾不給予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權。如果英方執意單方
面改變有關做法，不僅違背自身立場和承諾，也違
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並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

中國駐英大使：英國對香港無監督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名，國務院2020年7月2日
決定：任命陳國基（左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區嘉宏（右圖）為香港入境事務處
處長。

國務院任命兩名特區官員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7月1日，在日內
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4次會議上，白俄
羅斯代表46個國家作共同發言，積極評價中國新
疆人權事業發展成就和反恐、去極端化成果，支
持中國在涉疆問題上的立場。

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
白俄羅斯表示，我們重申人權理事會應以客

觀、透明、非選擇性、建設性、非對抗性、非政
治化方式開展工作。我們重申致力於促進和保護
人權的承諾，堅決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和雙重
標準做法。
白俄羅斯指出，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是人類社

會的共同敵人，是對人權的嚴重威脅。我們關切
地注意到，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曾給

中國新疆各族人民造成巨大傷害，嚴重損害了他
們的各項人權。

讚賞保障人權系列措施
我們讚賞地注意到，中國新疆依法採取一系列措

施以應對上述威脅，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權。新
疆連續三年未發生暴力恐怖案件，重獲安寧和穩
定。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權都得到有效保障。
白俄羅斯表示，我們讚賞中國堅持開放和透

明，已邀請1,000多名外交官、國際組織官員、記
者和宗教人士訪問新疆。他們親眼看到了新疆取
得的巨大成就。我們注意到中國已邀請人權高專
訪問新疆，雙方正就此保持溝通。我們敦促停止
利用謠言對中國進行不實指責的做法。我們相信
人權高專辦將繼續根據授權、客觀公正履職。

40餘國支持中國涉疆問題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中通社及環球網報
道，針對美國日前將
4家中國媒體在美機
構列管為「外國使
團」，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1日宣布
了中方反制措施，要
求4家美國媒體向中方申報相關信息。
趙立堅表示，近年來，美國政府對中國媒

體駐美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新聞報道活動無端
設限，無理刁難，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歧
視和政治打壓。作為對美方上述行動的反
制，中方宣布，要求美國聯合通訊社
（AP）、美國國際合眾社（UPI）、美國哥
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全國公共廣
播電台（NPR），自即日起7日內向中方申
報在中國境內所有工作人員、財務、經營、
所擁有不動產信息等書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對

美方無理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被迫進行的
必要對等反制，完全是正當防衛。美方有關
做法是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嚴重
損害中國媒體的聲譽和形象，嚴重影響中國
媒體在美正常運作，嚴重干擾中美正常人文
交流，暴露其自我標榜的所謂『新聞自由』
的虛偽性。」趙立堅說。他強調，中方敦促
美方立即改弦更張、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
媒體的政治打壓和無理限制。

中方要求4美媒申報信息

文章以「謬論列舉+事實真相」的形式，集
中反駁了近期一些美西方人士就涉香港、

涉新冠肺炎疫情、涉新疆等問題無端指責中國人
權狀況的言行。

中央管治香港與英國無關
在涉香港問題上，文章指出謬論：「涉港國
安立法違反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和
義務」，並澄清事實真相是：中國政府治理香港
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與《中英
聯合聲明》無關。隨着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
《中英聯合聲明》中所規定的與英方有關的條款
已全部履行完畢，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
無治權、無監督權。
《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是中方的政策宣示，已充分體現在全國人大所制
定的基本法中。中方有關政策宣示不是對英方的
承諾，而且這些政策都沒有改變，中方會繼續堅
持。

國安立法保障公民權利自由
文章針對「涉港國安立法將破壞香港居民人
權和基本自由」的謬論澄清說，香港國安法明確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
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等有關規
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香
港國安法僅針對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四類犯罪行為，懲治的是極少數涉嫌嚴重危
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保護的是遵紀守法的絕
大多數香港市民，保障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的
安全和依法享有的各種權利和自由。

有利守法企業在港履行責任
文章指出，有謬論稱涉港國安立法令在港外
國企業難以依照《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
則》履行尊重人權責任的說法是錯誤的。涉港國

安立法針對的四類犯罪行為很明顯都不是在港守
法企業或居民的行為和會參與的活動。守法的跨
國企業都希望香港可以恢復穩定和秩序。法律實
施後，將更有利於在港企業履行尊重人權的責
任。
文章還表示，涉港國安立法意味着「一國兩
制」終結，剝奪了香港高度自治權的說法是謬
誤。全國人大有關決定開宗明義闡明國家堅定不
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法律第一條也再次闡明
這一方針。涉港國安立法目的是堵上香港國家安
全的致命漏洞，築牢「一國」之基，最大限度確
保香港在堅守「一國」之本的同時更好發揮「兩
制」之利。

高度自治與法律制度不會變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
項權利和自由不受影響，特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
審權不受影響。「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變，高度自
治不會變，法律制度不會變。
文章表示，失之毫厘都可以謬之千里，居心

叵測的謊言更將導致巨大的誤導和誤解。對此，
我們編寫了《關於涉華人權問題的各種謬論及事
實真相》，用事實說話，用真相講理。
「謬論止於智者，公道自在人心！」文章說。

新疆教培中心符反恐精神

新疆依法設立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與美
國推行的「社區矯正」、英國設立的DDP項
目、法國設立的去極端化中心本質上沒有區
別，都是為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而採取的
有益嘗試和積極探索，符合《聯合國全球反恐
戰略》等反恐決議的原則和精神。新疆教培工
作秉持國家法治精神和國際社會反恐、去極端
化原則，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法律程序，不存
在所謂「打壓少數民族」「迫害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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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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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維吾爾人被拘押屬謠言

謠言基於兩項高度可疑的「研究」所炮製
的。第一項「研究」由美國政府支持的「中
國人權捍衛者網絡」僅僅通過對8個人進行
採訪得出。第二項「研究」出自一名名為鄭
國恩的極右原教旨主義基督徒之手。鄭是美
國政府於1983年成立的極右翼組織「共產主
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的中國問題高級研究
員，也是美國情報機構操縱設立的「新疆教
培中心研究課題組」的骨幹。

新疆各族群眾自由通訊不受限

在新疆，不論哪個人、哪個民族，只要不屬
於因涉嫌違法犯罪被限限出境的，均可自由
出入境。目前，在海外的新疆籍人員有幾十
萬人。新疆從未限制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各
族群眾與海外親屬的通信聯繫。他們不但可
以給國外親屬撥打國際長途電話，也可以用
微信、QQ等即時通訊軟件進行語音視頻通
話，還可以通過各種通信方式與國外洽談業
務，開展貿易合作。

■■大批市民大批市民11日參加日參加「「撐國法慶回歸撐國法慶回歸」」集會集會，，慶祝慶祝
香港國安法成功立法及回歸紀念日香港國安法成功立法及回歸紀念日。。 中通社中通社

■6月29日，在新疆特克斯縣喀拉托海鎮也什克勒
克村貧困戶就業富民市場內，幾名小朋友在超市挑
選零食。 新華社

國際銳評

2020年7月1日，中國共
產黨迎來建黨99周年紀念
日。成立 99 年、執政 71
年、吸納 9,100 多萬名黨
員……一連串數字揭示出
這個世界最大政黨的非凡
歷程和歷久彌新的魅力。
中 國 共 產 黨 為 什 麼
「能」？全世界都在探尋
它的成功密碼。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所強調的，中國共產
黨從誕生那天起，從來就
沒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
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為
根本宗旨。全球最大公關
諮詢公司愛德曼3月發布的
「2020信任晴雨表」報告
顯示，中國民眾對本國政
府信任度高達90%，連續
三年位列世界第一。這份
首屈一指的信任，正是中
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
氣。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

穿了才知道」。歷經近百
年風雨的中國共產黨之所
以取得成功，還在於自主
探索出了一條符合本國國
情的正確發展道路。在這
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上，中國共產黨以強調首
創、奮鬥與奉獻的「紅船
精神」為激勵和鼓舞，帶
領人民攻堅克難，實現了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
起來的歷史性飛躍」。
據統計，截至2019年年

底，40歲以下中共黨員超
過總數的三分之一。作為
一個近百年大黨，能夠保
持這種「朝氣蓬勃」的狀
態，在世界範圍內恐怕無
出其右。究其原因，在於
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斷吸納
社會先進分子加入隊伍，
並隨着時代發展建立強大

的糾錯機能和修復機制，勇於自我淨化和
革新，由此摒棄了困擾世界許多政黨的紀
律渙散和腐敗問題，始終保持生機與活
力。
需要指出的，中國共產黨不僅為中國人

民的福祉奮鬥，也着眼人類的未來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
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我
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也要通過推動中
國發展給世界創造更多機遇」……目前，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多次被寫入
聯合國決議，「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全球
最大的公共產品，中國共產黨正將自身發
展同世界發展相統一，顯示出對人類未來
高度負責的胸懷氣度。
想要讀懂中國，先要讀懂中國共產黨。

「人民至上」「正確發展道路」「紅船精
神」「自我革新」「人類胸懷」……這是
人們讀懂這個近百年政黨的密碼，也是中
共在建黨之初就植根於體內的基因。毫無
疑問，風華正茂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以人
民為中心，勇當舵手，引領航向，讓中國
這艘巨輪穩健前行，繼續為世界的繁榮穩
定增添力量。

■中央廣電總台 國際銳評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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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外交部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