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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
11日宣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
会有关决定，原定于 2020年 9
月 6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被香港特
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杨岳桥、
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 4名第
六届立法会议员，即时丧失立法
会议员资格。

特区政府稍后会将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决定刊宪。

全国人大常委会11日就香
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
出如下决定：一、香港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支持

“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
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
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
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
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

议员的资格。
二、本决定适用于在原定于

2020年 9月 6日举行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
名期间，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别
行政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第
六届立法会议员。今后参选或
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如遇有上
述情形，均适用本决定。

三、依据上述规定丧失立法
会议员资格的，由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宣布。

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
继昌为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
议员，因不符合《立法会条例》
规定，7月 30日被香港特区政
府选举事务处负责香港特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的选举主任裁
定其提名资格无效。根据《立
法会条例》，立法会选举参选人
须按照法定提名程序签署声
明，明确表示拥护基本法和保
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

4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
丧失议员资格

昨日对香港来说是个值得
铭记的日子。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
出决定，凡是宣扬或者支持“港
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
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
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
全等行为的议员，可依法剥夺立
法会议员的资格。

随后，香港特区政府根据此
规定，宣布四名立法会议员即时
丧失议员资格。该新闻受到广
泛关注，许多人拍手称快。可以
说，这是自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
后的又一件大快人心事。广大
港人叫好，内地同胞同样力挺。

曾几何时，某些“港独”势力
借修例风波搅乱香港社会和政
坛，他们内外勾结、混淆视听，

不仅施暴于街头，打砸烧抢，还
借助立法会宣扬“港独”主张，
阻挠特区政府施政，破坏“一国
两制”的体制基础，对香港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破坏。对此，
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呼吁
尽早铲除在立法会的“港独”代
言人。

香港是法治社会。无论普
通公民还是政治人物，守法是基
本要求。作为特区公职人员，爱
国爱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
法定要求，但某些人硬要搅浑
水，揣着明白装糊涂。而今，全
国人大常委会果断出手，为香港
立法会成员立规矩画红线，这既
是依法治港的应有之义，也是顺
应民意之举。在中国的土地上，
绝不会给任何分裂势力有政治
操弄的空间。

@街谈巷议
□阅 尽

绝不给“港独”势力
搅浑水空间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平安中
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近年来，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
展平安中国建设，为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
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意义重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方
向，聚焦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
安宁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基层
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全面提
升平安中国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对平安建设的组织领导，研究解决
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切实肩负
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10日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郭声琨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
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总目标，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
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防范化解影响安
全稳定的突出风险为重点，以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平安创建
活动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军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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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提升平安中国建设水平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林洁
报道：“对基层群众来说，我们讲
空洞的法律课效果并不好，但当
我们用法律帮助他们解决涉及其
切身利益的事情时，他们的尊法
用法意识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村
民陈稳胜就在家中显眼位置摆了
本宪法。”记者11月11日在惠州
市博罗县旭日村采访时，该村法
制副主任徐向辉的话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

旭日村2013年被命名为“中
国古村落”。至今，仍有一些村民
在家中挂上神像，祈求一帆风
顺。而 53岁的陈稳胜家里中堂

柜子上郑重摆放的却是一本红彤
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
可是“大有来头”——

2014年年底，陈稳胜祖传的
老屋房顶塌了，无法居住。他在
原址拆旧建新时，镇政府叫停了
他。原来，相关部门正在做古村
落保护规划，镇政府建议陈稳胜
等规划出台后再建。陈稳胜一家
只好暂住邻村岳父母家。

然而，古村落保护规划迟迟
没出台。这期间，陈稳胜儿子先
后谈了两个女友，均因家中房子
破败没有谈成。这可把陈稳胜急
坏了。

经亲戚介绍，“不懂法律”的
陈稳胜找到村里的法制副主任徐
向辉。

徐向辉共去了镇里、县里七
八次：“我跟镇里、县里的负责同
志说，居住权是一项宪法性权
利。我国土地管理法也规定了农
村宅基地‘一户一宅’原则，陈稳
胜在宅基地上建房，完全合法。
村里再怎么发展，也不能让村民
没地方住。”后来，镇里松口了：
房子可以建，但要按古民居样式
装饰外表。

徐向辉用法律交涉的过程，
陈稳胜都看在眼里。

2018年12月初，一座宽敞明
亮又具有古民居特色的两层小楼
落成。陈稳胜邀请徐向辉喝乔迁
酒。适逢我国首个宪法宣传周，
徐向辉送了本宪法给陈稳胜作为
礼物。陈稳胜将其作为“镇宅之
宝”放在家中显眼位置。

“遇到事情，我会翻开看看
（宪法）上面是怎么规定的。”陈
稳胜告诉记者。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
年，法治乡村建设在助力脱贫攻
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民
开始‘宁奉法律、不奉鬼神’，遇
到纠纷后也由‘我打你’转变为

‘我告你’，这些都折射出广东乡
村法治水平的提升。”广东省司法
厅一级巡视员张荣辉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在全
国率先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
顾问’全省全覆盖，在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过程中注重法治扶助，
群众尊法用法意识明显增强，政
府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张荣
辉 说 ，“ 广 东 行 政 复 议‘ 两 个
80%’的数字很有说服力——全
省约80%的行政争议群众选择通
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进入行政
复议程序的行政争议约有80%被
化解在行政复议环节。”

潮涌东方再扬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浦东开发开放纪实

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详解
知识城未来15年发展规划

推动赋予
中新广州知识城
更多改革权限

详见A6

广州“新中考”
方案公布

■增考历史，分值90分
■体育分值提升至70分
■语文设附加题，鼓励多读书

详见A10

他家不挂神像奉宪法在法律“帮助”下住上新房
的村民尊法用法意识增强——

聚焦聚焦 高交会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驱动发展

习近平将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二次会晤

还有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五次峰会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12日宣布：应俄罗斯联
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于 11月 17日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

应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月
20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

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

勒曼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 11月 21日至 22日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

上述会议将以视频方式举
行，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出席有
关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今晚7时35分
广州恒大

VS
江苏苏宁
争夺中超冠军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道：
秋风送爽，菊香醉人。广州文化公
园第61届羊城菊会即将正式和市民
见面。今早，记者来到广州文化公
园，发现菊花景组布置已接近尾声，
不少市民提前赏览。据了解，羊城
菊会将于 11月 14日开始免费向市
民游客开放，预计在11月下旬进入
最佳观赏期，菊展至12月初结束。

以菊为媒传播中医药文化
文化公园有关负责人介绍，本

届菊会以“菊香满载杏林情”为主
题，首次引入中医药文化题材，展
出菊花主题景组16座，菊花小园圃
作品26组，艺植造型菊60座、扎作
造型菊 40座，品种菊近 450种，大
立菊、悬崖菊、盆景菊、树菊等艺菊

1000多盆，各类时花、盆菊近 3万
盆。“‘杏林’是中医学界的代称，中
医药在今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治
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菊花以
其丰富的药用价值很早就为人们熟
悉，因此这次举办不仅仅是在展示
菊花之美，更是以菊为媒，传播中
医药文化。”记者看到，中医药景组
共九组，包括“神农尝百草”“悬壶
济世”“本草纲目”“望闻问切”“和
谐共处”等 9大主题，运用了借景、
对景、框景、对比等园林布置手法，
将中医药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到菊花
景组中。

集中展示红菠萝等新品种
此外，一众新颖品种也首次

亮相羊城菊会。据介绍，今年公

园 引 进 了 红 菠 萝、黄 中 王、纽 扣
菊、乒乓菊等新颖品种进行集中
展示。其中新品纽扣菊颇引人关
注，纽扣菊又名解热菊、玲珑菊，
原产于欧洲，是一种古欧洲人熟
悉的多年生植物，它有轻巧的叶
子和芬芳的花朵，其显著的特点
是带有清爽香气，因而被认为能
净化周围空气。纽扣菊早于公元
前 78年已被用作药草植物，正符
合本届菊会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羊城菊
会首次设立分会场。11月 15日，

“童心识本草 羊城菊韵飘”主题
菊 花 展 将 在 广 州 市 儿 童 公 园 举
行，展示羊城菊会长达 60多年的
历史。届时，现场不仅有精品菊
花展、菊花图片展，还有菊花知识
小游戏。

李希李晓红马兴瑞周济等出席第二十二届高交会开幕活动李希李晓红马兴瑞周济等出席第二十二届高交会开幕活动

国家队突破“卡脖子”技术亮出“样板”

广州马拉松赛
今早公布
抽签结果

报名的选手可登录广州马拉松赛
官网和马拉马拉APP查询抽签结果

详见A10

详见A9

广州705套
经适房开售

■11日至25日接受意向登记
■其中500套在黄埔天鹿花园

菊香醉花城菊香醉花城
满载杏满载杏林林情情

第 61届羊城菊会本
周六正式开放，首次引入
中医药文化题材

本届羊城菊会预计11月下旬进入最佳观赏期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今晨今晨
快镜快镜

详见A2

详见A2、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