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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成就五亮點 攜手祖國共奮進
晚宴講話指出：巨大成功得益於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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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家主席習近平19日下午在澳門會見前
來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活動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和部分政府官員。
習近平表示，中央充分肯定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在非常時期展現出的勇氣
和擔當。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到北京述
職時，提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
一步工作的設想，中央都完全支持。
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各個部門繼
續在行政長官領導下，各司其職，密
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把香港的事
情辦好。
林鄭月娥感謝習近平主席的會見，

表示一定會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繼續
做好止暴制亂工作，盡快恢復香港的
社會秩序。
丁薛祥參加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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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昨日會見林鄭月娥率領的習近平昨日會見林鄭月娥率領的
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 中通社中通社

■■ 習近平與林鄭月習近平與林鄭月
娥親切握手娥親切握手。。中通社中通社

習主席總結
澳門成功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傍
晚出席由澳門特區政府所設的歡迎晚宴並致辭，總結
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有五大亮點。香港
社會各界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澳門特
區政府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並
堅持以「愛國愛澳」為主體的「澳人治澳」及以行政
為主導的管治模式，令特區政府施政更具高效率和高
效益，亦令澳門社會民心變得和諧穩定。

余國春：和氣致祥成就輝煌
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表示，習主席提到了「一國兩
制」在澳門呈現出新的亮點，其中，「家和萬事興」
令人頗有感觸、印象很深。和氣致祥，澳門回歸以來
所取得的各項成就得益於講團結、重協商、不爭拗、
不內耗的社會氛圍，這對當前的香港社會具有重要的
啟示意義。

蔡毅：澳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表

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政權架構和政治運
作，澳門回歸20年來，澳門政府嚴格遵照憲法和基
本法，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同時令中央全面管治權有
效行使，亦令行政主導體制運行得十分順暢。相對香
港，行政機構受立法機構掣肘，反對派議員為反而
反，令香港政府整體施政效率及成效被嚴重影響。

黃友嘉：港反對派窒礙施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指出，「一國兩制」在澳
門得到成功落實，證明「一國兩制」是可行的。根據
澳門經驗看到，「一國兩制」的成功，必須要能保障
國家的發展利益，同時也要能維護自身的繁榮穩定。
從香港半年來發生的社會動盪，顯示香港在這兩方面

都未做得完善，從根源上看，其中一點是香港立法會
已經偏離其本來的功能，經常為反而反，成為政府施
政的最大障礙，這是香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王惠貞：國民教育加快推動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王惠貞指，澳門回歸後，澳門民心更加凝聚，大家愛
國愛澳，這與澳門加強推動愛國教育有很大關係，澳
門從小孩子開始已教導他們要有國家觀念。香港回歸
22年來，國民教育一直無法順利推行，近半年社會動
盪中，更看到有老師帶學生參與非法暴動，造成社會
不穩，顯見香港政府有必要加快推動國民教育。

吳換炎：堅持行政主導奏效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表示，澳

門回歸以來，堅持以愛國愛澳為主體的「澳人治澳」，也

堅持以行政為主導的「高度自治」，不僅令「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巨大的成功，也保持了澳門長期的繁榮穩定，同
時維護了國家的發展利益。香港也應堅持以「愛國愛港」
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才能有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胡劍江：港立會阻社會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胡劍江

指，澳門回歸20年來，堅持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落實
「一國兩制」，特別是澳門以行政為主導的管治模
式，令政府施政更具高效率和高效益，反觀香港立法
會常常與政府不合作，甚至用盡手段企圖令政府施政
出現膠狀況甚至癱瘓，嚴重拖累社會發展。

馬浩文：凝聚力強有利施政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

文表示，澳門人口相對香港為少，政府致力改善民
生，能令社會變得有凝聚力；在香港，反對派議員經
常與政府作對，令政府無法真正紓解民困，致使民怨
頓生。目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止暴制亂，令社會回復
平靜，長遠要努力改善民生，推動社會發展。

各界：家和萬事興 香港堪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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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宴會廳內，氣
氛喜慶熱烈。18時許，習近平和夫

人彭麗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
世安和夫人霍慧芬陪同下步入大廳，全
場起立，鼓掌歡迎。

牢固樹立憲法基本法權威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了熱情
洋溢的講話。他首先代表中央政府和全
國各族人民，向全體澳門居民致以誠摯
的問候。
習近平表示，時隔5年再次來到澳門，
深切感受到澳門發展日新月異，澳門同
胞當家作主風貌昂揚向上，澳門特別行
政區前進步伐堅實有力。
習近平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人士堅持把「一國兩制」原則
要求同澳門實際相結合，勇於探索和創
新，使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許
多亮點：愛國愛澳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

值，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牢固樹立，行政
主導體制順暢運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積極主動，包容和諧增強社會凝聚力。

澳門與祖國共繁榮
習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

年。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
過奮發圖強、艱苦奮鬥，我國綜合國力
實現歷史性跨越，社會保持長期穩定，
創造了人間奇跡。現在，中國人民和中
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的偉大飛躍。這是中華民族大發展大
作為的時代，也是澳門與祖國內地共繁
榮共奮進的時代。
習近平表示，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

兩制」實踐一定能夠取得更大成功，澳
門同胞一定能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崔世安在致辭中表示，在即將迎來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

年之際，我們懷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
習主席再次蒞臨澳門。澳門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的最寶貴經驗，就是全面
準確實施憲法和基本法，其核心是澳門
對國家政治體系、國家核心價值的準確
理解和真心擁護。澳門發展的一切成
就，離不開習主席的親切關懷和中央的
大力支持。我們堅信，在中央的正確領
導和全力支持下，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
誠先生必將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和廣大
澳門居民，繼續全面準確貫徹基本法，
不斷推動「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繼續前
進。
丁薛祥、王晨、張又俠、王毅、馬飈

等出席歡迎晚宴。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
區候任行政長官賀一誠，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主要官員、澳門各界代表等也出
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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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19日晚出席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

回歸祖國以來的20年，是澳門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

最大的時期，也是澳門同胞共享偉大祖國尊嚴和榮耀感最強的

時期。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化，

得益於「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貫徹，得益於中央政府和祖國

內地的大力支持，得益於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積極作為和澳門社

會各界的團結奮鬥。 （講話全文刊A12版）

主席觀眾同聲《歌唱祖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依依濠江

情，拳拳中國心。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
年文藝晚會19日晚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
館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觀看了演出。
演出現場燈光璀璨，歡樂喜慶。舞台正
中，光影勾勒的巨型蓮花景觀絢麗綻放。20
時許，歡快的樂曲聲響起，習近平和夫人彭
麗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和夫
人霍慧芬陪同下，步入晚會現場。全場觀眾
起立鼓掌，熱烈歡迎習近平的到來。

中西節目薈萃精彩紛呈
鼓樂齊鳴，熱鬧歡騰的南粵舞獅表演拉

開晚會序幕。《我和我的祖國》《七子之
歌》等經典歌曲抒發愛國愛澳的無限深
情，多媒體情景講述《光陰的故事》以獨
特視角表現了澳門回歸20年來的輝煌成
就。剛毅雄健的功夫表演《濠江雄風》、
慷慨激昂的經典詩詞朗誦《少年中國說》
展現出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中華優秀文
化在澳門的傳承弘揚。深具傳統韻味的粵
劇與南音表演，活力四射的現代舞和熱情
奔放的葡式土風舞，描繪出澳門中西文化
薈萃交融的獨特魅力。情景講述《溫馨一
刻》，表達了澳門同胞對習近平主席的愛
戴之情。歌曲《大灣區之美》《蓮成一
家》《乘風破浪再出發》等唱出了心手相

牽、共同逐夢的美好願景。整台晚會精彩
紛呈，高潮疊起，贏得觀眾們陣陣掌聲。
晚會最後，習近平在崔世安和澳門特別

行政區候任行政長官賀一誠陪同下走上舞
台，同主要演職人員一一握手，並同全場
觀眾一起高唱《歌唱祖國》，祝願偉大祖
國繁榮昌盛，祝福澳門明天更加美好。晚
會氣氛被推向高潮，歌聲和掌聲匯成歡樂
的海洋。
丁薛祥、王晨、張又俠、王毅、馬飈等一
同觀看演出。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澳門各界代表和特
邀嘉賓等觀看演出。

■■小朋友表演武術小朋友表演武術，，寓寓
意意「「少年強則國強少年強則國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晚會節目展現澳晚會節目展現澳
門風土人情門風土人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習近平在晚宴發表重要講話並向全習近平在晚宴發表重要講話並向全
場嘉賓祝酒場嘉賓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國家主國家主
席習近平出席習近平出
席澳門特別席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行政區政府
歡迎晚宴歡迎晚宴。。

香港香港
文匯報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習近平觀看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習近平觀看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20周年文藝晚會周年文藝晚會，，與與
全場觀眾一起高唱全場觀眾一起高唱《《歌唱祖國歌唱祖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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