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外交部副部长
乐玉成 28 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就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提出严
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乐玉成指出，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
府和人民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乐玉成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政府和
外国势力干预。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乐玉成强调，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
误、改弦更张，不得将该法案付诸实施，立即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给中
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大损害。
对美方的错误举措，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
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美方完全负责。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外交部 28 日
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
法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
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
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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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罔顾事实、颠倒黑
白，公然为疯狂打砸烧、残害无辜市民、践
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
腰打气，性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险恶，其
根本目的是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
两制”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正告美方，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
势力都无权干预。这一所谓法案只会让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
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
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注定
失败。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奉劝
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
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
承担。

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外交部召见美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发表声明：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

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

港澳办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谴责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 11月 28 日发表声明，对美方
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表示强
烈谴责。

该声明表示，当地时间 11月 27 日，美
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将“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是对中
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是对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这部遭到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声讨的法案充
斥着偏见和傲慢，以恐吓和威胁的手法对
待香港，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保护，用
心险恶。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乱香港的
最大黑手。

该声明指出，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
方想借搞乱香港遏制中国发展，是枉费心
机，打错了算盘。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始终
掌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
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步伐。

新华社香港 11 月 28 日电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11月 28
日发表声明，对美方所谓“ 2019 年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表示极大愤慨和
最强烈谴责。

声明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
会和一些政客，罔顾香港五个多月来持
续发生的激进暴力严重犯罪的事实，多
次打着支持香港“人权”“民主”的幌子，
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先后在
众议院、参议院通过所谓“ 2019 年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现在美方又不顾中
方的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悍然对该法
案签署成法。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

政的粗暴干涉，其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
妄图以香港事务牵制中国发展。我们对
美国一系列霸道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最
强烈谴责。

声明强调，美国这些政治游戏操纵
者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为“叛国祸港四人
帮”及反中乱港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
腰打气，为暴力行为火上浇油，图谋毁掉
香港，其用心险恶歹毒，昭然若揭。我们
要正告美方以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香港
少数反对派政客，不要低估我们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决心，不要低估我们
维护“一国两制”的坚定意志，不要低估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
力和手段。美国当局这一系列恶劣行
径，不仅是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
14 亿中国人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
国际基本准则作对。中方将采取有力措
施予以坚决反制，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
完全承担！

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人有能力办好香
港的事情。我们将继续坚决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
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
力犯罪分子，任何企图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绝不可能
得逞！

新华社香港 11 月 28 日电外交部驻港
特派员公署 28 日发表声明表示，美行政当
局签署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严
重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署予以强烈
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声明表示，美方所谓法案颠倒黑白，充
斥强盗逻辑，就是纵容暴力犯罪，就是要毁
掉香港，破坏“一国两制”，就是要阻挠中国
人民实现伟大复兴，但这是徒劳的，是痴心
妄想。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不答
应！国际社会也不答应！

声明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美方倒行逆施将遭到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迎头
痛击！

新华社香港 1 1 月 2 8 日电香港特
区政府 28 日表示，对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
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美方
无视港方多次就两项法案提出的切实
关注表示极度遗憾。两项法案明显干预
香港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也毫无理据，
更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
利益。

特区政府发言人重申，外国政府及议
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内部事务。
发言人表示，两项法案并不合理，其

中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人权及民
主为名，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管制
和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与香港的
人权和民主根本无关。两项法案更会向
示威者发出错误信息，无助缓和香港
局势。

发言人说，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经
济利益，包括在过去十年从香港赚取在
美国的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的双边贸易

顺差，单是 2018 年已超过 330 亿美元。
美国单方面改变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将
会对双方的关系及美国的利益产生负面
影响。此外，香港和美国在出口管制及执
法方面一向有紧密合作。

发言人还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希望
美国政府采取务实态度，以香港和美国
的互惠关系和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为依
归，维持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和原则立场，
继续尊重香港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的
地位。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涉港法案成为美国法律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记者
杨雅雯）在 28 日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
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香港
问题、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等回答了
中外记者提问。

驻香港部队参与清理路障

是社会公益活动

在回答如何评价解放军驻港部队日前
走出军营，在九龙塘联福道一带清理路障
的问题时，任国强表示，驻香港部队以“自
发义务”形式参与清理路障，是服务人民的
社会公益活动，不存在违反驻军法和“一国
两制”原则的问题。这与驻香港部队多年
来开展的义务植树、无偿献血、慰老爱幼等

活动一脉相承，都体现了驻香港部队官兵
对香港市民的关心热爱，体现了人民子弟
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于香港局势，习近平主席 14 日发
表重要讲话，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
制乱工作的最强音，为稳定香港局势指明
了方向和路径。”任国强表示，驻香港部队
随时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有决心、
有信心、有能力履行好基本法和驻军法赋
予的职责使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是

屡教不改、明知故犯

关于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一事，任

国强强调，事实一再证明，美方是国际法
和国际规则的破坏者，是南海和平稳定的
搅局者，是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全的危害
者，是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捍卫南海和平
稳定。

任国强说，美军舰机擅闯中国南海岛礁
邻近海空域，屡教不改、明知故犯，危害地区
和平稳定，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也危及双方
一线官兵的生命安全。这是危险性极高的
挑衅行动。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种侵犯中
方利益的行为。”他表示，中国军队始终保
持高度戒备，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香港问题、

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答记者问

(上接 1版)为了祖国长治久安，重大风险防范化
解工作成效显著，普通百姓收获了“稳稳的幸福”。

70 年光荣岁月，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
史诗。始终昂扬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始
终保持不怕苦、不服输的干劲，勤劳智慧的中国
人民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成“中国能”，用
奋斗筑牢了通向梦想的路基。

梦想的力量，引领亿万中华儿女创新创造，

让中国奇迹惊艳世界——
9 月 25 日，天安门正南 46 公里处，一架

A380 大型客机滑出跑道，飞向广州……
世界首次高铁下穿机场航站楼、世界最大的

无结构缝一体化航站楼、世界集成度最高的航站
楼……大兴机场工程突破了我国大型机场建设
的种种瓶颈，创下 103项技术专利、65项新工法，
国产化率达到 98% 以上，工程验收一次合格率
100%，13项关键建设指标全部达到世界一流。
凤凰展翅，逐梦蓝天。
这座外观宛如金色凤凰的机场，被英国《卫

报》列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
从 5G 技术正式商用，到嫦娥四号月球探测

器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月背着陆和巡视探测，再
到雄安新城的拔地而起……惊艳世界的不仅仅
是中国制造、超级工程，更是中国人民的改革创
新精神。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勇于变革、善于创新，“中国号”巨轮破浪前

行动力强劲。
梦想的力量，激发亿万人民上下同欲，用实

干赢得未来——
是什么，让张富清深藏功与名，扎根偏远山

区默默奉献？
是什么，让于敏隐姓埋名 28 年，将毕生心

血投入国家核武器研究事业？
又是什么，让王有德 40 多年来与风沙搏斗，从未退缩？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93 岁的“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黄旭华的一番话，饱含着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更道出中华儿女奉
献祖国的共同心声。

“很感动，很激动……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奋斗。”佩戴上“共和
国勋章”，89 岁的袁隆平豪情满怀，继续奔忙于杂交水稻研发工作。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攻关不
止的科研人员，加班加点的工薪族，挥汗如雨的农民工，风里来雨
里去的快递小哥……无数普通人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
壑归流的洪荒伟力。

以团结作帆、以奋斗划桨，终将抵达梦想的彼岸。

梦想召唤未来，圆梦愿景更切近更美好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
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
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1935 年，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曾经无限憧憬的
图景正在不断变成现实，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前辈：这盛世，
如你所愿。

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
活蒸蒸日上，今日之中国，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
汇储备第一大国……全世界超过 2/3的高铁轨道铺设在中国，超过 1/3
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掌握在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稳居世界第一。

穿越数千年的厚重历史，走过百年来的风云激荡，梦想的火种
早已燃遍神州。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是盎然的生机、活
跃的创造，气象万千。

中国梦，将照亮国家更加强大的未来。梦想的种子正拔节生长——
14 小时 21 分 27 秒，2000 亿元——天猫“双 11”促销一启

动，成交额屡创新高，巨大消费热潮扑面而来。从世界工厂到世界
市场，庞大内需市场支撑起中国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

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现场塔吊林立、热火朝天，北京帮扶
的 4 所学校雄安校区正式挂牌，3190 家来自北京等地的企业在新
区注册……雄安新区已转入开工建设阶段，“未来之城”清晰可见；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
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奇迹之城深圳再次被赋予新的
历史使命，成为首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粤港澳大湾区五大机场正加快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世界级机场群，打造全国扩大开放、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标杆……

中国梦，将照亮人民更加幸福的未来。梦想的花朵正绚烂绽放——
11月的杭州，人头攒动的不只西子湖畔。

“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学生组决赛现场，200 余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正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机器的轰鸣、挥洒的
汗水，交织成一曲最美的青春赞歌。

获得电工项目第一名的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学生李天保说：“成
为一名大国工匠，是我的奋斗目标。通过学习和锻炼，我会争取更
好的成绩，用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实现人生价值。”

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
长与进步的机会。

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到蓝天白云、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幸福安全，国家
发展的成果正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

中国梦，将照亮世界更加和谐的未来。梦想的果实正惠及全球——
东方风起，黄浦江畔金秋如画。
11月 10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幕。6 天，181个

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与会，3800 多家企业、超 50 万境内外专业采
购商参展，累计意向成交 711 . 3 亿美元。

“越办越好”的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
理念，向世界生动展示：中国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梦，无疑成为这场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最独
特、最震撼的篇章。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
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今春，一组数字成为有力见证：39 位外方领导人、150 个国
家、92个国际组织、6000 多位外宾，多达 283 项的务实成果清单，
总额超过 640 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再次见证了东方魅力。

如今，已有 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协议，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6 万亿美元，
直接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东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
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
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

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也是奉献世界的梦。
“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勇于担

当的作为，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放
缓，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为世界作
出更大贡献的追求不会改变。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新时代的中国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正奔向更广阔的未来。 （参与采写：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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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电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当地时
间 27 日，美国将
所谓“2019 年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签署成法。
海外专家学者和
华侨华人表示，
美方此举严重干
涉中国内政，严
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将对两国关
系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产生极大负
面影响。

法国智库席
勒研究所研究
员、法国《新团
结》报主编克里
斯蒂娜·比埃表
示，美国出台这
一 法 案 很“荒
谬”，是对香港违
法暴力行径的支
持和怂恿。美国
通过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
政，有损中美关
系大局。

古巴国际政
治研究中心研究
员何塞·罗瓦伊
纳表示，香港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这一法
案完全是在干涉
中国内政。美国
有选择性地在人
权问题上使用双
重标准，这是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

虚伪行为，其目的是以各种手段阻碍中国在
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发展。美国此举将对
中美两国关系造成严重伤害。

美国艾奥瓦州前众议员格雷格·丘萨克
说，这项法案体现了美国国会的“虚伪”，对于
香港目前局势毫无帮助。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
社长威廉·琼斯认为，美国涉港法案无疑是对
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将对香港近期混
乱局势起到激化作用。

美国旧金山华商总会会长张福明说，该
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与香港人权无关，是
非常虚伪、荒谬的，反映了美国一贯的强盗逻
辑和霸凌行径，该法案将严重影响中美关系
大局。

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乔凤祥说，该法案将
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损害两国共
同利益，无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埃及《金字塔晚报》副总编塔里克·萨努
提指出，立法是一国的内部事务，国内法并不
适用于他国。这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手
段。香港发生的事纯属中国内政，美国不应
干涉。

埃及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专家穆罕默
德·贾拉勒说，这一法案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
的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反
映出美国混乱的外交政策，将严重影响两国
关系。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
说，美国签署涉港法案令人震惊，这完全是在
侵犯中国主权。

巴中工商总会研究员伊莎贝尔·卡瓦略
表示，美国在很多国际议题上都表现出“长
臂管辖”的姿态。香港是中国领土，香港事
务属于中国内政，香港问题轮不到美国
插手。

白俄罗斯对外友协主席伊万诺娃表示，
中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任何国家
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各国必须遵守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思说，
该法案是美国傲慢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人民
权利的又一例子。在过去 70 年中，在轰炸、
侵略其他国家和颠覆他国政权方面，没有哪
个国家能比美国更“多产”。

（参与记者：徐永春、朱婉君、熊茂伶、
刘阳、叶在琪、高路、李碧念、周星竹、魏忠
杰、孙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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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办：这部遭到包括香港

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声讨的

法案充斥着偏见和傲慢，以恐吓

和威胁的手法对待香港，公然为

反中乱港分子提供保护，用心

险恶

■中联办：中方将采取有力

措施予以坚决反制，一切后果

必须由美方完全承担

■外交部驻港公署：中国内

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方倒

行逆施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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