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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

相关条例于5月31日刊宪生效
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据新华社合肥5月27日电（记者 张
紫赟）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法院日前
开庭审理一起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并当庭
宣判，判处被告人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两年。被告人当庭表示服从法
院判决，不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自2020年1月13日
至2020年2月7日，在杨某某确诊新冠肺
炎之后，怀远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数次询
问杨某某是否与疫情发生地区来人有过接
触史，然而杨某某故意隐瞒其与武汉返回
的女儿一家有接触史，致使怀远县人民医
院医护人员27人、医院病人61人被隔离。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5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
贸易代表戴琪通话。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
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
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许可伍岳）针对近日美
国总统拜登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有关涉华言论，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27日表示，美方口口声声要中国参与全面、透明、
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那就请美方也能像中国一样，本着
科学的态度，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充分回应国
际社会的关切。

赵立坚说，中国实验室泄漏病毒极不可能的结论已经
清楚地记录在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
组的研究报告中，这是权威的、正式的、科学的结论。联合
专家组国际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方的开放透明态度给
予积极评价。

他说，美国一些人全然无视事实和科学，全然不顾自身溯
源的诸多疑点和抗疫失利的惨痛事实，反复鼓噪要对中国进行
再调查。这充分说明美方根本不在乎事实和真相，也没有兴趣
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而是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甩
锅推责。这是对科学的不尊重，是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更是
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

赵立坚说，美国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位居全球首
位。美国不深刻反思，反而企图甩锅中国，他们居心何在，良
心何安？美国德特里克堡疑云重重，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散
布全球，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2019年7月，弗吉尼
亚州北部出现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大规模暴
发“电子烟疾病”，这又有什么隐情？
“美方何时向国际社会公布相关病例的详细数据和信

息？美方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他说。
赵立坚表示，美方口口声声要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

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那就请美方也能像中国一样，本着科学
的态度，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对美国进行全
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充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
切，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更好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
出积极贡献。

他说，此次美国企图动用情报力量来搞所谓“调查”，其动
机和目的一目了然。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早已世
人皆知。当年他们把一小瓶洗衣粉当作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证据，自导自演“白头盔”组织摆拍所谓叙利亚化学武器
袭击视频等，这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杰作”。美前国务卿蓬
佩奥更是大言不惭地称，“我曾担任中情局局长。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教这些。这才是
美国不断进取的荣耀。”
“这种毫无信誉的情报部门搞出的所谓‘调查’结果，又有

何公信力可言？”赵立坚说。

新华社香港5月27日电（记者苏万明）
高票通过！27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
案》（下称“条例草案”），相关条例将于5月
31日刊宪生效。这标志着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是
依法治港、拨乱反正的又一重大制度成果。

27日上午，立法会以40票赞成、2票反
对，二读通过条例草案。随后，立法会即进入
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审议特区政府提出的
超过360项修正案。16时许，立法会以40票
赞成、2票反对，三读通过了条例草案。

今年3月11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完善
香港选举制度相关决定；3月30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
订案。4月13日，特区政府将条例草案刊
宪，并于次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

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
卫感谢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完成条例草
案、立法会议员高效审议并提供大量宝贵意
见、社会团体对社会大众的宣传推广以及社
会大众对条例草案的支持。他表示，完善后
的选举制度将坚实和全面地提供制度保障，
并与其他香港法例一起，共同维护国家和特
区安全及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成为回归24

年来香港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又一
个里程碑。
立法会议员李慧琼、麦美娟分别代表香

港民建联、工联会支持条例草案。李慧琼说，
每次香港面临挑战，祖国都是香港的坚实后
盾。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也为“爱国者治
港”提供了制度保障，对香港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相信香港明天会
更好”。
自由党、新民党的立法会议员也代表各

自政团表示支持条例草案。立法会议员叶刘
淑仪等人表示，条例草案经过严谨的审议并
获得通过，这是一个历史时刻，相信香港将开
创一个新时代。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说，2019年，香港的

反中乱港分子与外部反华势力里应外合，发
动了一场没有成功的“颜色革命”。完善香港
选举制度实属必须，且将打造一套富有香港
特色的民主制度，让香港循序渐进走上良政
善治之路，“这是向全世界建立的新楷模，属
划时代的进步”。
刚获三读通过的条例草案，建议修订8

项主体法例及24项附属法例，旨在以本地立
法方式，落实全国人大决定以及全国人大常
委会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据新华社香港5月27日电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27日表示，立法会审议通过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
案》，对在“一国两制”下确保“爱国者治港”具
有重大标志意义。

林郑月娥表示，近年香港出现的政治乱
象充分说明香港选举制度存在漏洞，让反中
乱港分子有机可乘，进入特区政治体制，严重
损害香港宪制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及阻碍施
政。为堵塞漏洞、拨乱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于3月11日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
人大授权下，于3月30日通过经修订的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林郑月娥说，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完成特区
本地立法工作，有赖于中央政府的指导、特区
立法会的全力配合、社会大众的支持，以及同
事的尽心尽力。我们共同迎来香港政治体制
将可确保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新时代。

林郑月娥指出，过去两年，香港经历了回
归以来最严峻的政治挑战。香港国安法去年
6月30日实施后，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稳定；
而今天通过的条例草案，将确保香港的政治
体制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是另一个里程
碑。这两项关键措施充分显示中央政府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也对确保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至为重要。

林郑月娥表示，条例草案将于5月31日刊
宪并生效。特区政府其后将全力以赴，筹备未
来三场选举，分别是将于2021年9月19日举
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2021年
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以及2022
年3月27日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其中，特别
选民登记安排会于今年6月1日至7月5日展
开。行政长官将适时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
会作出任命，并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备案。

新华社香港5月27日电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27日发表声
明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当日高票通
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
案》，这标志着新形势下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
选举、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的制度体
系已经形成，对此我们表示祝贺。
声明指出，条例草案贯彻落实了全国人

大“3·11”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3·30”修
法的精神，合理吸收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充分体现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共
识，是一份具有民主性、开放性和进步性的法
案。通过后的法案维护了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确定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把以爱国者为主
体的“港人治港”原则落到了实处，有力保障
了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
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

声明表示，条例草案包括了对8部主体
法例和 24部附属法例的修订，计 17万余
字。特区政府为条例草案的起草、修改和通
过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包括举办多场
座谈会和运用媒体网络，宣传解读修法原则
和政策，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认真履行了
主体责任。

声明指出，本地立法的审议表决过程，还
让人们看到了立法会高度负责、认真细致的
专业精神。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先行成立小组
委员会，召开5次会议讨论本地立法原则和

政策。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密集举行12次会
议，逐条审议草案。立法会议员深入业界、社
区，收集广大市民的建议，对条例草案进行认
真审议，向特区政府官员提出质询。所提意
见获特区政府充分吸收，特区政府共提出
369项修正案。本次立法的过程就是发扬民
主和坚持法治的过程。

声明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相
信有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共
同努力，香港的新选举制度一定会得到全面
实施。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国务院港澳办
发言人27日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当日审议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
（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标志着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涉及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
成。这是依法治港、拨乱反正的又一重大制
度成果，将开启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
发言人说，以本地立法方式完善香港选举

制度，将堵塞原有选举制度的漏洞，有利于终
结以往出现过的选举乱象。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根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提出的有关
条例草案，涵盖8项主体法例和24项附属法
例，全面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规定，
有效修补了原有选举法律的缺陷和不足。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迅速提出有关本地法律修
订法案，立法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高质高
效审议有关法案，爱国爱港政团社团和社会各

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踊跃建言献策，表达支
持，使这项法案在立法会以高票支持获得通
过。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立法会和社会各界维护宪制秩序的责任担
当，也展现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和立法
机关相向而行、良性互动的新气象，可喜可贺。

发言人表示，新通过的选举制度条例与
香港国安法以及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等条
例一道，进一步确立了“爱国者治港”新秩
序。在这一新秩序下，“爱国爱港”成为治港
者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所有有志进
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担任公职者，都必须
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尊重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权，自
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的长
期繁荣稳定。在这一新秩序下，危害特别行
政区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乱象必将得到有
效治理，香港民主政制将在健康有序的轨道

上稳健向前发展。在这一新秩序下，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治理效能将不断提升，实现良政
善治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发言人指出，确保香港新选举制度的落
实，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责
任。中央有关部门将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持
续加强对新选举制度的宣介，不断增进各方
面对新选举制度的理解和认同；支持特别行
政区政府依法组织选举，严格规管选举活动，
坚决打击各种破坏选举秩序的违法行径，确
保即将举行的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顺利有序进行。

发言人表示，我们相信，随着香港国安法
和完善选举制度法律的落地执行，随着国家
“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
加速推进，香港的发展必将重返正轨，香港必
将在由乱转治后由治及兴，续写“一国两制”
成功推进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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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选举制度将开启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
林郑月娥

对确保“爱国者治港”
具有重大标志意义

香港中联办

新选举制度体系已经形成

我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同世卫组织
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彭
茜）关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Ⅲ期
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的论文26日正式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研究显示其
两款灭活疫苗保护效力分别为72.8%和
78.1%。这是全球首个正式发表的新冠灭
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结果。
论文总结分析了中国生物旗下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

冠灭活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等Ⅲ期临床
试验结果。自2020年7月16日起，40411
名受试者入组并被随机分为含铝佐剂的安
慰剂组、新冠疫苗WIV04组（武汉所）和
HB02组（北京所）。受试者平均年龄36.1
岁，84.4%为男性。

受试者间隔21天接种两剂。第二剂
接种后14天，累计确诊142例有效病例：
铝佐剂组95例，WIV04组26例，HB02组

21 例。两款疫苗组人群保护力分别为
72.8%和78.1%。铝佐剂组出现2例重症病
例，疫苗组均未出现重症病例。疫苗组中，血
清中和抗体阳转率均高于99.0%，铝佐剂组
为2.3%。

接种后7天总不良反应发生率铝佐剂组
为 46.5%，WIV04组为 44.2%，HB02组为
41.7%。不良反应多为注射部位疼痛，严重
程度多为1级。

据新华社广州5月27日电（记者马晓
澄徐弘毅）在27日举行的广州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陈斌通报，广州市荔湾区5月21日出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后，截至27日14时，广州
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例、无症状感染者5
例；均与确诊病例郭某有关联，均为共同居
住、共同就餐、共同托管等相对密闭的场合
受到感染后造成的传播，属同一感染链条。

据荔湾区和海珠区通报，目前广州4
例确诊病例均在荔湾区，5例无症状感染
者中，荔湾区有4例，海珠区有1例。

隐瞒接触史致88人被隔离

安徽一男子被判刑

广州本土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属同一感染链条

国药新冠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正式发表

两款灭活疫苗保护效力分别为72.8%和78.1%

5 月 27
日，在广州荔
湾区中海锦佳
华庭小区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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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二是强化接种队伍保障能力。全市新建临时接
种点222家，全面启用常规免疫规划门诊168家，统筹建立市
级移动接种队88支，8808名医务人员放弃公休日全力投入
疫苗接种工作，全市单日疫苗接种能力达到38万人。三是强
化接种经费保障能力。医保部门一次性提供5亿元资金，全
面保障疫苗采购费、接种服务费，财政、网信、工信等部门积
极保障冷链储运、信息化建设等项目经费。

为了组织发动目标人群，我市开展地毯式摸底，各区防
控指挥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标
准，确保最大限度摸清目标人群底数。所有摸排出的人员建
档立册，根据人群所处行业、所属单位、所在社区等分块分
组，根据每日疫苗供应量分批压茬推进，做到确认一批、预约
一批、接种一批、谋划一批。

为强化接种人员健康安全保障，我市专门印发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医疗救治方案，明确救治设备、药品和抢
救器械清单，以及各项工作流程规范。加大救治力量投入，
抽调二、三级医院2142名医务人员组建医疗保障单元557
个，抽调1983名院前急救人员组建120医疗保障队，设立首
诊定点医院32个，确定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365名，全面强
化接种前禁忌证判定、接种中准确操作、接种后规范留观等
各环节工作，确保做到救治系统化、报告规范化、处置规范
化、管理流程化、专家值守多层化、巡回督导常态化、救治信
息可追溯化、分类处置精准化。疫苗接种工作启动以来，全
市未发生疫苗和操作相关的差错和事故。

截至26日24时完成全程接种达636.6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梅常伟）国防部27日
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美售台武器等
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针对美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拟于近期发布公告，向台湾出
售M109A6自行榴弹炮等进攻性武器的报道，谭克非说，台
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出售武器及与台
发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美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了严重
错误信号。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一明确载
于《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信
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一系列严肃承诺，慎重妥善处
理涉台问题，停止任何形式的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停止
对台军售。

谭克非说，民进党当局勾结迎合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
益，甚至幻想“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同胞带入灾难深渊。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挟洋自重、分裂国家的企图和行
径都注定徒劳、必定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我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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