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9日，“雪龙2” 号航
行在普里兹湾浮冰区。 中国第
3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的
“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19
日抵达南大洋普里兹湾浮冰
区，即将迎来破冰能力大考，为
我国另一艘极地科考破冰船
“雪龙”号开道，帮助它突破陆
缘冰阻挡，尽量靠近中山站，以
便开展大规模海冰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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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11月
19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
法院原讼庭有关司法复核案
判决发表谈话如下：

11月18日， 香港特别行
政区高等法院原讼庭作出一
项判决，其中裁定香港《紧急
情况规例条例》 部分条款不
符合香港基本法， 致使有关
条款无效。 一些全国人大代
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此表示
严重关切。

我们认为， 宪法和基本
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
制基础。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
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
断和决定， 任何其他机关都
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 根据
香港基本法第8条的规定，包

括《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在内的
香港原有法律， 除同香港基本
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 予以
保留。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作
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
律的决定》，已经将《紧急情况
规例条例》 采用为香港特别行
政区法律。因此，该条例是符合
香港基本法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原讼庭有关判决的内容严重削
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
法应有的管治权， 不符合香港
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
决定的规定。 我们正在研究一
些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意
见和建议。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

11月19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
等法院原讼庭有关《禁止蒙面
规例》 司法复核案判决发表谈
话， 对该判决产生的严重负面
社会影响表示强烈关注。

杨光表示，香港现行的《紧
急情况规例条例》经过1997年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确
认符合基本法， 并采纳为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律， 这表明该条
例的全部规定都符合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同
行政会议依据该条例制定《禁
止蒙面规例》，即为依照基本法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履

行职权。 该规例实施以来对止
暴制乱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等
法院原讼庭判决《紧急情况规
例条例》 赋予行政长官在某些
情况下制定有关规例的规定不
符合基本法，并裁决《禁止蒙面
规例》 的主要内容不符合相称
性标准， 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
官的管治权力， 将产生严重负
面社会政治影响。 我们将密切
关注此案的后续发展。 希望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司法机关
严格依照基本法履行职责，共
同承担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
责任。

就香港特区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11月 18日判定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部分
条款违反基本法，新华社记
者采访了中央政府驻港联
络办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4）
条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法律的规定和基本法第158
（1）条关于“本法的解释权属
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规定，对香港本地法
律是否抵触基本法的最终判
断权， 毫无疑问属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 香港终审法院早
在有关案件的判决中就已认

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
法的权力，来自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并载于基本法，属于
一般性和不受约制的权力 。
1997年2月23日， 第八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作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
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
决定》，确认《紧急情况规例条
例》不抵触基本法，并采用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
和司法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相关权力时， 应当尊重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月19日
驳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关香港局
势的相关言论， 敦促美方切实尊重
中国主权，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
干涉中国内政。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
在媒体吹风会上称美对香港政治动
乱和暴力加剧表示严重关切。 香港
特区政府对稳定香港局势负有首要
责任， 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不可
接受。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
无权干预。 美方近来多次就涉港问
题发声，看似公允，实则暴露出企图
插手香港问题的别有用心和对暴力
犯罪行为的双重标准。把香港警方正
常执法、止暴制乱的努力与激进势力
的极端暴力违法行为相提并论、混为
一谈， 本身就是对法治和人权的亵
渎。美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
任何资格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对香
港事务说三道四。 ■均据新华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
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

议，国务院2019年11月19日决
定： 任命邓炳强为警务处处
长，免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长
职务。

记者近日在IT社区、 网络商
城等多个平台搜索发现， 有不少
人脸照片可供免费下载或付费购
买。 付费金额多在10元到20元左
右，如有发帖者表示可以“8元购
买60名志愿者的每人500张照片，
共计3万张照片”。还有卖家坦陈，
其出售的照片大部分来自朋友
圈，且没有取得对方同意。（11月
19日新京报）

因为反对采用人脸识别的方
式进入动物园， 浙江理工大学特
聘副教授郭兵将杭州野生动物世
界告上了法庭。 作为国内消费者
起诉商家的“人脸识别第一案”，
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关注的背后，

其实就是社会对个人信息泄露的
普遍焦虑心理。

确实，如今“人脸”技术已经
日渐成熟， 同时也越来越多在应
用在各个领域，如商场、学校、住宅
等公共和私人场所。不难发现，“人
脸” 技术广泛的应用确实能够让
人们提高管理和办事效率， 也让
住宅、支付等的安全性得以提升。
但原本意在简化程序、 提高效率
的“人脸”技术，却遭遇了信息泄露
危机， 一些人通过盗取他人朋友
圈的私家照片，发布到网上售卖。
之所以如今“人脸”买卖这么活跃，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目前“一窝蜂”
式的“人脸”技术研究，需要大量的

“人脸”来作为研究公司或研究人
员的数据库资源， 自主采集真人
的人脸标本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 而直接通过海量照
片来录入则简单得多。

但是，这不仅仅是盗图、采集、
买卖这么简单，它所产生的后果很
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被流散和
滥用。此前发生的AI换脸风波，引起
了社会公众的恐慌，就是担忧人脸
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而监管又跟
不上的情况下，企业的行为无法规
范，用户很难获得有效的安全保障。
另外，假如某人的人脸信息被不法
之徒应用于淫秽视频，那么，很可能
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名誉危害，

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北大法学院教授薛军就表示，

“人脸信息伴随着人的终身，一旦发
生泄露风险就特别大， 所以要进行
最严格的保护， 首先必须得到用户
明示同意才能收集， 我个人认为有
时得到个人同意也不行， 需要国家
授权才能收集敏感的生物识别信
息。”所谓“国家授权”，也就意味着
必须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来保证人
脸数据的采集、使用，以保证个人信
息数据的安全。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
商务法》中，第五条、条二十三条、第
二十五条均涉及到个人信息安全。
据统计， 我国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的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多达200
多部。但是，现有的与个人信息安全
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法条分散且大
部分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困境。而
人们千呼万唤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却又一直“难产”，这也造成了我国公
民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从被“换
头”到被“丢脸”，体现的恰恰是公民
信息安全感不足的监管短板。

大数据时代， 公民的个人信息
需要得到保护， 但这不能仅仅是靠
我们自己的严加防范， 更需要制度
和法律的保障，因此，在个人信息成
为公开售卖的物品的当下， 相关的
立法问题也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大数据时代，不能让公民随意“丢脸”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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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