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
陽文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昨日在會見澳門各界
人士的座談會上講話時兩度脫
稿，講述中國近年發展迅速，
已和 60 多年前不可同日而
語。他強調，不少國家都看準
中國 13.8 億人口的巨大市
場，希望坐上中國發展的快
車，而香港和澳門不用排隊、
不用買票，國家已為大家在車
上留好座位，甚至設有「VIP
貴賓通道」，希望港澳都要抓
住這個機遇，「把澳門發展大
戲唱好唱響。」
張德江在提到第三點意見

「促進發展」時，強調了發展
是永恒的主題，希望澳門社會
進一步凝心聚力，推動發展。
首先是要同心同德、維護大局
穩定，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環
境（見另稿），二是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
他強調，融入國家發展

「這是大勢所趨，也是民心所
向」，他鼓勵港澳特區登上國
家發展的快車，「外國現在求
着我們要搭我們的快車，香
港、澳門作為中央特別行政
區，直白地講，你也不用排
隊，你也不用買票，中央已經
在車上給你留了位子了，而且
還有VIP貴賓通道，你們何樂
而不為呢？為什麼不快點搭這
個快車呢？」
張德江強調，習近平主席

在澳門回歸15周年時指出，
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
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我認為澳
門發展的路是對的，政策是好的，人心
也齊，現在的關鍵是要把自己的優勢發
揮出來，身段也就靈活了，澳門發展的
戲也就好演、好看了。當前的一個重點
是要支持澳門特區政府充分利用中央出
台的惠澳政策，努力拓展發展空間，破
解發展難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和可持
續發展，把澳門發展大戲唱好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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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三點意見
一、珍惜經驗

■澳門成功基本經驗在於堅持「一

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

——制度和法律基礎：牢固把握「一
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
澳」，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

——政治基礎：切實落實中央全面管
治權，澳門居民尊重認同和維護
中央管治權，行政主導體制運行
順暢

——經濟基礎：澳門社會始終團結，
包容，務實進取，不爭拗，不空
耗，集中精力搞建設

——社會文化基礎：大力弘揚中華優
秀文化和愛國愛澳主流價值

二、築牢根基
■「一國兩制」實踐只有根基牢固才

能走穩，走實，走遠

——繼續傳承愛國愛澳主流價值，弘
揚愛國愛澳主流價值觀，需要從
小抓起

——愛國愛澳社團要廣泛團結新型社
會力量，不斷擴大愛國愛澳政治
光譜，畫出最大的同心圓

——着力培育治澳建澳人才，為青年
人的成長搭梯子，建平台，讓青
年人在重大社會政治事務中鍛煉
成長

三、促進發展
■代表中央為澳門發展加油鼓勁，希

望澳門社會進一步凝心聚力，推動
發展

——同心同德、維護大局穩定，發展
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這是大勢所
趨，也是民心所向

——在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配套的制
度、健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深
入開展國民教育等方面先行先試

整理︰記者 歐陽文倩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
堅守特區行政主導

張德江總結澳門成功經驗：

勉勵珍惜經驗 築牢根基 促進發展

壯大愛國愛澳力量 畫出最大同心圓
一個社會在各個不

同的發展階段，難免會

面對新的問題，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強調，社會矛

盾是永遠存在的，窮有窮的矛盾、富有富

的矛盾、大有大的矛盾、小有小的矛盾，

形容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關鍵是

我們要正確地認識、正確地把握，妥善地

處理各種問題、困難。」

張德江昨日在提到澳門要促進發展時

指出，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要大

家同心同德、維護大局穩定︰「澳門地

方小、人口少，你亂不得，你也亂不

起，所以澳門無論如何都不能亂，希望

大家進一步增強大局意識，從維護澳門

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出發，支持行政

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進一

步鞏固澳門良好的社會局面和政治生

活、政治生態。」

面對各界群眾的訴求，他呼籲澳門社

會各界要關注和及時反應，「幫助特別

行政區政府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穩妥

處理好熱點敏感問題，全力維護澳門社

會和諧穩定。」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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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矛盾 妥善處理問題

張德江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陪
同下，到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與澳門

社會各界人士座談，並發表了重要講
話。他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珍惜經
驗」：澳門回歸17年來，「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應當認真
總結經驗，爭取更大的成果。

讚澳門準確貫徹落實基本法
他詳析了澳門特區的4項成功經驗，
首先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牢固把
握『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中央
授權下的高度自治，這三個核心要
素。」澳門特區認真宣傳基本法，「成
為澳門居民共同的行為準則。這是澳門
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基礎。」
二是切實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行

政主導體制，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也令澳門居民尊重認同和維護
中央管治權，維護行政長官作為雙首長的
權威。張德江指，澳門的行政、立法相互
配合和制約，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權，
「行政主導體制運行順暢，愛國愛澳力量
在澳門社會始終佔據主導地位。這是澳門
成功的政治基礎。」
三是歷屆澳門特區政府都積極推進經濟發

展和民生改善，「澳門社會始終團結，包
容，務實進取，不爭拗，不空耗，善於把國
家發展大勢和自身優勢結合起來，集中精力
搞建設，共同促進經濟發展，民生改善。這
是澳門成功的經濟基礎。」
四是澳門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和愛國

愛澳主流價值。張德江讚揚澳門同胞始終
胸懷祖國，熱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愛
國愛澳從質樸的民間情懷，昇華為澳門社
會的主流價值，成為全體澳門居民齊心協

力建設美好家園的精神動力。這是澳門成
功的社會文化基礎。」
張德江其後提出第二點意見，就是要

「築牢根基」，第三點意見是澳門要促進
發展（見另稿）。

中央定全力以赴支持發展
他強調，「凡是有利於澳門發展，中央

能做到的，一定都會全力以赴地支持。我
相信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
下，在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帶領
下，廣大澳門同胞一定能夠齊心協力，抓
住機遇，開拓創新，續寫『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更加精彩的澳門，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
大的貢獻。」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參加座談。
王光亞、王志民、李飛、江澤林參加了

是次座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澳門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展開視察澳門的第二天行

程，首站就是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座談。張德江在重要講話中對澳門特區給予高度的肯定，並提出三點意

見，勉勵澳門要珍惜經驗、築牢根基、促進發展。他特別提到澳門的成功經驗，在於堅持「一國」之本，善

用「兩制」之利，包括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切實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行政主

導體制；積極推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和愛國愛澳主流價值。他勉勵澳門特區在制

度和法律、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的成功基礎上，築牢根基、促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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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澳門報
道）在談到如何「築牢根基」時，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強調，需要不斷壯大愛
國愛澳力量，及着力培育治澳建澳人才。愛
國愛澳社團要因應社會變化和社會所需，切
實加強代表性、先進性和群眾性建設，「廣
泛團結新型社會力量，不斷擴大愛國愛澳政
治光譜，畫出最大的同心圓，團結的人越多
越好。」
張德江在講話中強調，「一國兩制」實
踐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重要階段，只有根基
牢固才能走穩、走實、走遠，而首要是繼

續傳承愛國愛澳主流價值，弘揚愛國愛澳
主流價值觀，並需要從小抓起，要將「愛
國愛澳基因」傳承下去，「要走進校園，
引導澳門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國的歷史與
文化。」

讓愛國愛澳力量薪火相傳
張德江強調，人才短缺已成為影響愛國愛

澳力量薪火相傳和澳門可持續發展的一大短
板，「無論是管治人才、建設人才，還是社
團領袖，都面臨整體性新老交替。」
他希望澳門所有愛國愛澳的社團，以更加

寬闊的胸懷、更崇高的境界、更遠大的眼光
和更緊迫的社會責任感，為青年人的成長搭
梯子，建平台，讓青年人在重大社會政治事
務中鍛煉成長。」
張德江說：「要與青年分享你們的成才、

成功經驗，幫助他們樹立敢於競爭、積極進
取的人生態度，增強創新意識，提高競爭能
力，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立公平、合理、
科學有效的人才競爭機制，使德才兼備的優
秀人才脫穎而出，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
用，成為建設澳門的棟樑之才，使『一國兩
制』後繼有人。」

■■張德江委員長昨日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張德江委員長昨日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
育館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代表座談育館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代表座談。。圖為圖為
張委員長與代表們親切握手張委員長與代表們親切握手。。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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