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发言人5月22日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发
表谈话表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有
关决定，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将为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

该发言人指出， 国家安全立法属
于国家立法权 ，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
第 23条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部分立法权 ，并不改变国家
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 ，也并
不因此丧失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应
有的责任和权力。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局势且无法
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立法的情
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

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作出有
关决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问
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并授权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相关法律，是必
然选择，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该发言人强调， 此次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通过有关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有关法律， 针对的只
是那些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
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
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 不仅
不会影响到香港居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项
权利和自由，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
自由、新闻自由等，而且会使香港广大居
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在安全环境下得到
更好行使。 “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香港
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 高度自治
不会变，法律制度不会变，外国投资者在
香港的利益将继续依法得到保护。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谈全国人大会议涉港议程：

香港高度自治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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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带动
16万人就业

在黄细花看来，广东“粤
菜师傅”工程，在传承粤菜文

化的同时， 促进城乡劳动者高
质量就业，助力精准扶贫，走出一

条“色香味俱全” 的扶贫和乡村振兴
“风味之路”。

“广东将‘粤菜师傅’工程列为全省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十大工程’全面推
进。” 黄细花表示：这两年来，广东加快
建设粤菜师傅培育平台，在全省范围内
大规模开展粤菜师傅培养培训。

目前，广东省开设了177所粤菜厨
艺类专业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建成省
级重点和特色专业3个， 在校生达到
6.5万人。 与此同时，广东各地还因地
制宜开展各类“粤菜师傅”特色培训。

此外， 广东还加快完善全省粤菜
师傅培训基地网络建设。 目前全省建
成了5个“粤菜师傅”国家级大师工作

室，还有省级“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和
省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各100个。

“随着粤菜师傅人才队伍规模不
断壮大， 粤菜师傅行业发展也呈现出
新态势， 逐步有了完善的评价标准体
系以及更丰富有特色的产业载体。 ”
黄细花表示。

在黄细花看来， 参加粤菜师傅培
训，习得一技傍身，这不仅拓宽了择业
就业的道路， 也让更多人看到技能创
业的可能。 事实上，“粤菜师傅”工程自
实施以来，便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
重点工作密不可分、相互促进。 粤菜师
傅培训已帮助不少农村贫困人口走上
一条“美味”的脱贫致富路。 目前，全省
已组织1.1万名贫困人员接受粤菜师傅
培训，累计开展粤菜师傅培训5万人次。

为了帮助更多粤菜师傅找到工作，
广东人社部门还利用广东就业网及时
发布粤菜师傅招聘信息，举办粤菜师傅
专场招聘会。 两年以来，全省各地举办

“粤菜师傅”系列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帮
助了约2.7万名粤菜师傅达成就业意

向，累计带动16万人实现就业创业。
不仅如此，“粤菜师傅” 招牌不断

擦亮， 这项民生工程更走出广东走向
全国， 成为广东省际对口帮扶工作的
重要手段。

一道粤菜带动一个产业
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粤菜非常讲

究食材的新鲜和原汁原味， 吃起来清
淡，但味道极其鲜美，因此，粤菜对食
材的要求比较高， 污染少的生态食材
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 黄细花介绍，依
托乡村旅游资源， 深挖传统乡村粤菜
美食。“在‘粤菜师傅’工程的推进过程
中，因为一道菜，火了一个产业的例子
并不少见。 ”

黄细花表示，在广东信宜，在粤菜
师傅工程的实施当年， 当地以怀乡鸡
为主的三鸟饲养量不断上升。 2018年
信宜市饲养量增加22万余羽， 出栏量
增 加 16 万 余 羽 ， 当 年 饲 养 总 量 达
7879.5万羽。

一道特色美食， 带动产业兴旺的
故事并非信宜独有。 在南雄市区至梅
关古道景区三十多公里的国道两边，
聚集着160多家大大小小的餐馆、酒店
和农家乐，他们无一例外都在经营“梅
岭鹅王”这道经典名菜。

每天400多名厨师热火朝天地为
四面八方游客提供上千道“梅岭鹅王”
菜肴，同时，通过“农村淘宝”等电商平
台，每天也有约上千只“梅岭鹅王”源
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一道美食，让梅岭这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镇在近10年内声名鹊起， 让周
边无数‘老饕’不远数百里奔赴这个小
镇，只为寻找这道美食。 ”黄细花表示。
由于销路广，价格稳，周边养殖农家鹅
的农户热情也不断高涨，不少散养户从
散养改为规模养殖。梅岭的农家鹅养殖
成为了农户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记者了解到，受“梅岭鹅王”美食
产业拉动，当地餐饮、养殖、旅游 、加
工、 电商和物流等十多个产业实现融
合发展，直接拉动上下游经济超亿元。

结合文化打造国际名片
“粤菜具有独特的文化性，具有深

厚的岭南文化内涵。 ” 黄细花表示，到
2022年， 广东将开展粤菜师傅培训20
万人次以上，间接带动50万人实现就业
创业， 直接带动30万人实现就业创业，
全省打造1000个乡村粤菜美食旅游点，
建设100条乡村旅游美食精品线路。

黄细花表示，早在100多年前，粤菜师
傅们就把粤菜带到欧美， 迄今全球有110
多个国家有粤菜名厨。“粤菜师傅”工程突
出推广粤菜文化，深挖岭南传统粤菜美食
内涵，还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借助‘一带
一路’走出国门。 让粤菜师傅成为弘扬岭
南饮食文化的国际名片。 ”黄细花说。

“一道道制作精良的粤菜，一个个
厨艺精湛的师傅，不仅为食客们送上味
蕾享受， 给乡村振兴带来解题新方略，
更为岭南文化的传承插上腾飞的翅
膀。”黄细花说，随着“粤菜师傅”工程的
推进，国际化粤菜之路定会越走越宽。

王晨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全国人大代表、广
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
带货“粤菜师傅”工程：

粤菜成为致富“金钥匙”
一道菜带来上亿产值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清而不淡，鲜而不俗，
嫩而不生……代表着广东精神

的粤菜， 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广
纳百川，推陈出新，让“食在广东”的名号

响彻全国。 2018年4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李
希在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上提出实施“粤菜
师傅”工程。自此，广东拉开以美食为媒谱写乡村
振兴新篇章的序幕。

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
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决定将广东味
道带上两会：“在广东，凭借‘粤菜师傅’工程，不
少乡镇如今另辟蹊径， 依托传统美食带动乡村
旅游，成为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百姓增收的抓
手之一。 ”

据广东省人社厅数据显示，“粤菜师
傅”工程实施2年间，广东累计开展粤

菜师傅培训5万人次，带动16万
人实现就业创业。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右二）
羊城晚报记者 陶奕燃 摄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晨5月22日上午向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关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王晨作说明时说， 香港回归以来，
国家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一国两制”实
践在香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同
时，“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
战。 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香港特别
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特别是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
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决”、

“公投”等主张，从事破坏国家统一、分
裂国家的活动；公然侮辱、污损国旗国
徽，煽动港人反中反共、围攻中央驻港
机构、歧视和排挤内地在港人员；蓄意
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暴力对抗警方执
法，毁损公共设施和财物，瘫痪政府管
治和立法会运作。还要看到，近年来，一
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事务，
通过立法、行政、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
式进行插手和捣乱，与香港反中乱港势
力勾连合流、沆瀣一气，为香港反中乱
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利用香
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这些
行为和活动，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
底线，严重损害法治，严重危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依法予以防范、制止和惩治。

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
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
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
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
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
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这一规定就
是通常所说的23条立法。 它既体现了
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 也明
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
全的宪制责任和立法义务。 然而，香港
回归20多年来， 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
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23条
立法一直没有完成。而且，自2003年23
条立法受挫以来， 这一立法在香港已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严重污名化、妖
魔化， 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23条立法
实际上已经很困难。 香港现行法律中
一些源于回归之前、 本来可以用于维
护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长期处于“休
眠”状态。 除了法律制度外，香港特别
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设置、
力量配备和执法权力等方面存在明显
缺失，有关执法工作需要加强；香港社
会需要大力开展维护国家安全的教
育，普遍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总
的看， 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23条立
法有被长期“搁置”的风险，香港特别
行政区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难以有效

执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都明显存在不健全、不适应、不
符合的“短板”问题，致使香港特别行
政区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愈演愈
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
安全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支持特别行
政区强化执法力量。 ”“绝不容忍任何
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
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香港目前形势下，必
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
状况， 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上
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 加强维
护国家安全工作， 确保香港“一国两
制”事业行稳致远。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结合多
年来国家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构建和发
展方面的实践，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有多种可用方式，包
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制
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法律、将有关
全国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
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 中央和国
家有关部门在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评估和研判的基础上，经认真研究
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提出了采取“决
定+立法” 的方式， 分两步予以推进。
第一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作出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就
相关问题作出若干基本规定， 同时授
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第二步，全国
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结合香港特
别行政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并决
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2020年5月1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情况的报告》。 会
议认为， 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 同意国务院有关报
告提出的建议。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的有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拟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草案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后决定，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王晨作说明时说， 新形势下从国

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 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
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
机结合起来，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
设和执法工作，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
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国
家安全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保持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 是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
务， 是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共同
责任。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
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 利用香港
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都是对
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
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
统一于“一国”之内。 必须坚定不移并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准确把握“一国
两制”正确方向，充分发挥“一国两制”
制度优势，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 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
制基础。 必须坚决维护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 严格依照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
管治，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和政府依法施政， 牢固树立并坚决维
护法治权威，任何违反法律、破坏法治
的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香港特别
行政区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受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及
其组织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
事务，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
动。 对于任何外国制定、实施干预香港
事务的有关立法、 行政或者其他措施，
国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
益。 维护国家安全同尊重保障人权，从
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依法有效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违
法犯罪行为， 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香港
绝大多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更好
地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 任何维护国
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 都必须严格依
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
程序，不得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

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王晨作说明时说， 决定草案分为

导语和正文两部分。 导语部分扼要说
明作出这一决定的起因、目的和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决定， 是根
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
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香
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充分考虑维护
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具体情况， 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作出的制度安排。 这一制度安
排，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与香港
基本法有关规定是一致的， 将有效地
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 有力
地巩固和拓展“一国两制” 的法治基
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共有7条。 第一
条，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
方针；强调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第二条，阐
明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
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第三条，明确
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强调香港
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
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
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
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四条，明
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中央
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
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
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 第五
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
安全职责、 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依
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情况，定
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第六条，
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的宪制
含义，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授权全国人大
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
关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据此行使授
权立法职权； 二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
相关法律的任务是，切实防范、制止和惩
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任何分裂
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
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
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
动； 三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法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方式， 即全国
人大常委会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
公布实施。 第七条，明确本决定的施行时
间，即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王晨最后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作出的上述制度
安排， 包括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
律， 进一步贯彻落实了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的有关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根
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仍然负有维
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立法义务，
应当尽早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立
法。 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及其实
施都不得同本决定相抵触。

本决定作出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
会同有关方面及早制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积极推动
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
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专门机
构、执行机制和执法力量建设，确保相
关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实施。

据新华社电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 5 月 22 日表
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草案）》，这是堵塞香港国家安
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是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充分体现了中
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
决心，充分体现了对香港整体利益和香港
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爱。

发言人指出，香港出现当前严峻复
杂局面，与回归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缺失有着重要关系。香港一些人与国际
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相勾结，妄图推
动香港走向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越
来越多的香港同胞清醒看到，这些人的

行为不是要民主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政制发展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而是要
顽固对抗中央全面管治权，冲击特别行
政区宪制制度， 根本上毁掉 “一国两
制”。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
乐业的家园！ 少数政治激进分子企图
“揽炒”香港，绑架 750 万港人利益，执
意把香港逼往绝路，对此中央绝不会坐
视不管。他们完全低估了中央政府维护
国家安全、维护香港大局稳定、维护香
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决心和意志。中央对
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负有
最大责任，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
任，对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和香港同胞
的根本福祉怀有最大关切，采取果断有
效举措，筑牢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制度屏障，势在必行，理所当然。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谈全国人大会议涉港议程：

补国家安全漏洞 保“一国两制”前途

林郑月娥：

特区政府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 22 日表示， 特区政府支持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林郑月娥在当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宪制要求，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的职责所在，也关乎全体香港居民的切身利
益。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的国家安全局
势日趋严峻，而特区行政、立法机关难以在
一段可见时间内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

关的立法，特区政府支持全国人大审议从国
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林郑月娥认为，深信全国人大常委会稍
后制定的全国性法律，旨在切实有效防范和
遏止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并惩
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分子和暴力
分子。决定草案和有关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将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也不会影响香港
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