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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30日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 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

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表决

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

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 会议决定

免去胡泽君的审计署审计长职务，任

命侯凯为审计署审计长， 国家主席习

近平签署第50号主席令予以任免。 栗

战书委员长出席会议。

30日上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人

员162人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

免案。

30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常委会组成人

员163人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

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

性法律的决定

（草案）

》的议案。 受委

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作了说明。

30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举行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63人

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决

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列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

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

布实施。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侯凯

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第二次全体

会议和闭幕会，郝明金副委员长主持

第三次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

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 武维华， 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

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

务委员王勇、肖捷，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 各省、自

治区、 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

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等分别列席有关会议。

各次全体会议前，栗战书委员长

分别主持召开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十六次、第六十七次和第六

十八次委员长会议， 审议有关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

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

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作了汇报。

全省共产党员同志：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际，谨

向奋战在我省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共产党

员 ， 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辛勤工

作、无私奉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亲切的

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服从党中央

统一指挥、统一协调 、统一调度 ，增强 “四个

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

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 、 展现责任担

当。 全省

28

万多个基层党组织、

540

多万名党

员闻令而动、勇挑重担，

2495

名援鄂医疗队员

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 ，广大医务工作者敬佑

生命、 救死扶伤，

20

多万名城乡社区党员干

部昼夜值守、不辞劳苦，

200

多万名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 支援社区，

其中党员是骨干、是主体。 全省党员还自愿

为抗击疫情捐款

6

亿多元，

20753

人在火线接

受洗礼、申请入党。 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

医疗救治到实验室里夜以继日的科研攻关，

从城乡社区挨家挨户排查到紧缺物资加班

加点生产，从企业复工复产到攻克脱贫攻坚

最后堡垒， 到处都有党组织高扬的旗帜，到

处都有共产党员率先垂范 、 冲锋陷阵的身

影，展现了新时代广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基

层党员的集体形象。 借此机会，向所有奋战

在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 、脱贫攻坚第一线的

广大党员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 ，是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 ，

也是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战疫情、稳经济、

保民生各项任务艰巨而繁重。 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握大局大势、坚

定信心决心， 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 ，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深圳先

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和广州、深圳“双城”联

动，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

局 ，坚决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 ，让党旗在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高高飘扬。

站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全省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攻坚克难 、接续奋

斗，以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的奋斗

姿态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 ，以扎实

有力的 “双统筹 ”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 “双胜利 ”，努力实现 “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不辜负习近

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厚望重托 ，不辜负广东

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

衷心祝愿同志们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阖家幸福

!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2020

年

7

月

1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表决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表决通过关于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

致全省共产党员的慰问信

广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

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

实意见。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中

央要求及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立足“防大汛、

抢大险、救大灾”，采取更有力措施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防汛防台风各项

工作，全面提升防灾救灾水平，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

运行。 要全面补齐防御短板，总结近

年来防汛防台风经验教训，对地质灾

害隐患点、低洼易浸点、港口、码头等

重点区域、重点设施隐患进行再排查

再整改，做好高空构筑物、塔吊、户外

广告牌等排查加固， 加快水利设施、

江河海堤加固达标和倒灌点治理，提

高防灾抗灾能力。

（下转

A10

）

张硕辅到南沙区调研自贸区建设工作

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推进南沙自贸区改革创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

到南沙区调研自贸区建设工作，实地

察看南沙港四期码头、全球优品分拨

中心，出席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

究院、中共中国联合健康产业集团公

司党委挂牌仪式， 听取南沙自贸区、

南沙新区开发建设工作情况，部署下

一步工作。

张硕辅强调，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与海南自由贸易港联动发展，对推动

南沙自贸区、南沙新区高质量发展是

难得机遇。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积极

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改革开放举措，

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推进南沙自贸

区和南沙新区改革创新，在粤港澳大

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联动发展中

当示范。一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持续盯紧邮轮母港、农贸市

场等重点场所防控，扎实做好高考期

间疫情防控工作，引导群众做好个人

防护，巩固南沙来之不易的良好防控

成果。

（下转

A10

）

广州市与南方电网签订全面深化合作战略框架协议

张硕辅温国辉与孟振平曹志安等座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昨日，广州市政府与南方电

网公司签订新时代全面深化合作战

略框架协议。 签约前，广州市委书记

张硕辅，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与

南方电网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孟振

平，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曹志安座谈。

张硕辅、温国辉对南方电网一直

以来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 表示全面深化与南方电网

合作， 是广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广州

将把支持南方电网发展作为大事要

事，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服务。希望

南方电网以此次签约为契机， 主动融

入广州“十四五”规划、电网规划和国

土空间规划，超前布局、加大投入，积

极参与广州获得电力等营商环境改

革，助力广州经济社会发展。

孟振平对广州多年来对南方电

网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南方电网

将加快推进协议落地，积极对接广州

发展战略，不断拓展双方合作广度和

深度，

（下转

A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