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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成功四經驗「一國兩制」譜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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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制度自信 把握正確方向 強化使命擔當 築牢社會政治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主席提四希望
澳門創新輝煌

報道：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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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
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
20 日上午在澳門東亞運動
會體育館隆重舉行。中共

並發表重要講話。他指
出 ， 澳 門 回 歸 祖 國 20 年
Android

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人士同心協

澳門明天更有希望

力，開創了澳門歷史上最
好的發展局面，譜寫了具
文匯網

早安香港

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是次習
主席視察澳門，身為澳門人對此
感到興奮，也對他昨日的說話深
感共鳴。他說，自己的父母當年
也經歷了很多艱難，他自己亦是
不斷奮鬥，還有澳門回歸祖國，
落實好「一國兩制」，自己和子
女一輩現在才能享受成果。他認為，習主席所講的
「四點希望」都能針對到社會問題，「如果可以一
一落實，就更可以享受到社會成果。」

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
章。他希望澳門特別行政
區新一屆政府和社會各界
人士站高望遠、居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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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微信

危，守正創新、務實有
為，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
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項
建設事業躍上新台階。

澳門成功實踐
四點重要經驗
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
自信

2

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
正確方向

3

4

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
擔當
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
政治基礎

對特區新班子
提出四點希望
1

堅持與時俱進，進一步提
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

2

堅持開拓創新，進一步推
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3

堅持以人為本，進一步保
障和改善民生

4

堅持包容共濟，進一步促
進社會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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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澳門回歸祖
國 20 周年大會暨澳
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
政府就職典禮昨日在
澳門舉行。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出席並發表重要講
話。
新華社

會場內，氣氛莊重熱烈。主席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格外醒目。當習近平和夫人

彭麗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和夫人鄭
素貞陪同下步入會場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上午 10 時，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開始。全體起立，奏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主席台監誓 賀一誠就職
習近平走上主席台監誓。賀一誠首先宣誓就職，他面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舉起右手，
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莊嚴宣誓。宣誓完畢，
習近平同賀一誠緊緊握手。
接着，由習近平監誓，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主要
官員在賀一誠帶領下宣誓就職。宣誓完畢，習近平同他們
一一握手致意。
之後，由賀一誠監誓，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委員宣誓
就職。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首先代表
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向全體澳門居民表示誠摯的問
候；向新就任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先
生和第五屆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表示熱烈的祝
賀；向所有關心、支持澳門發展的海內外同胞和國際友
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習近平表示，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來取得的成就舉世矚
目，以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為基礎的憲制秩序牢固確立，治
理體系日益完善；經濟實現跨越發展，居民生活持續改
善；社會保持穩定和諧，多元文化交相輝映。
習近平指出，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
作用獨特。總結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可以獲得以
下4點重要經驗：
第一，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持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 習近平監誓
習近平監誓，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
行政長官賀一誠宣誓就職。
行政長官賀一誠宣誓就職
。
新華社

和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統一起來，意志堅定，從不為一
時之曲折而動搖，從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善於把握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和一系列政策支持帶來的機遇，乘勢而
上，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發展。澳門的成
功實踐告訴我們，只要對「一國兩制」堅信而篤行，「一
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就會充分顯現出來。
第二，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廣大澳門
同胞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尊重國
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
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堅持把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
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堅守「一國」原則底線，自
覺維護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澳門的成功實踐告訴我
們，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才能推動
「一國兩制」事業行得穩、走得遠。
■ 習近平主席圓滿結束在澳門的各項活動，昨日從澳門乘
第三，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廣大澳門同胞 專機返回北京。
中新社
以主人翁意識，把成功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作為共同使命。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 國兩制」始終沿着正確軌道前進的根本保障。
社會各界人士，積極探索適合澳門實際的治理方式和發展
提四點希望 囑與時俱進
路徑，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堅定不移
習近平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新一屆政府提出 4 點希望：一
守護法治，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讓澳
是堅持與時俱進，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二是
門煥發出蓬勃向上的生機活力。澳門的成功實踐告訴我
們，當家作主的澳門同胞完全能夠擔負起時代重任，把特 堅持開拓創新，進一步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三是堅持
以人為本，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四是堅持包容共濟，
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
第四，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廣大澳門 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習近平強調，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處理這兩個特別
同胞素有愛國傳統，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
行政區的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勢力指手
自豪感，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
因。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決落實以愛國者為主體 畫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的「澳人治澳」，愛國愛澳力量日益發展壯大，愛國愛澳 益的意志堅如磐石，我們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
核心價值在澳門社會居於主導地位。澳門的成功實踐告訴 港、澳門事務。
習近平指出，「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的成功舉世公認，
我們，不斷鞏固和發展同「一國兩制」實踐相適應的社會
「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也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我
政治基礎，在愛國愛澳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是「一
們堅信，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
力把「一國兩制」實踐發展得更好，把「一國兩制」制度
體系完善得更好，把特別行政區治理得更好。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前進步伐勢不可擋，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同發
展、共繁榮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
賀一誠在致辭中說，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我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大。我們將以「協同奮進、
變革創新」作為新一屆政府的施政理念，解放思想、科學
決策、敢於作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
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以更大的勇氣和與時俱進的變革創新能力推動澳門
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以扎實的工作成績回報中央政府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相信在
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導下，澳門一定會與祖國內地同發展
共繁榮，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丁薛祥、王晨、張又俠、王毅、馬飈等出席慶祝大會暨
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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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前任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澳門各
界代表和特邀嘉賓也出席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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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外力增決心 止暴亂添信心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澳門發表重要講話時
強調，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處理這兩個特
界 別行政區的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用不着任何
外部勢力指手畫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意志堅如磐
石，我們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
門事務。」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港澳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家絕
不允許外部勢力滲透、干涉和破壞港澳事務。他們表
示，習主席的講話亦鼓舞了愛國愛港的市民，增強了
大家齊心協力、止暴制亂的信心。

政

回應

1

（講話全文刊 A14 版）

訪

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澳門視察三日，以「四點
經驗」肯定了澳門特區在落實「一國兩制」上
的成就，並提出「四點希望」指導澳門繼續前
行。不少澳門市民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對習主席的講話深有共鳴，並紛紛就「四點希
望」提出建議，冀新一任澳門特區政府按習主
席的說話在各方面再創成績。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

雲報紙

街

譚耀宗：警告倚仗外力者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習主席在講話中

強調，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
事務。這是非常必要的，也對香港一些人表
明，依賴外部勢力是沒有用的，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香港的事情是中國內政，絕不容許外
部勢力插手。

梁亮勝：助穩定香港局勢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表示，習主
席強調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明
顯是對香港局勢再度發聲，是對干涉搞亂香港的
西方勢力和香港反中亂港分子的嚴正警告。凡是
企圖勾結外部勢力搞亂香港的政治勢力，必然會
受到國家的堅定反擊，必然會受到愛國愛港陣營
的有力抵制。習主席的講話，將對香港穩定局勢

起到重要的作用。

陳勇：鼓舞愛國愛港市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
習主席強調堅決不容許外部勢力插手港澳事務，
也是對香港泛暴派的警告，勾結外部勢力搞亂香
港，只會害己害人。習主席的講話亦鼓舞了愛國
愛港的市民，增強了大家齊心協力、止暴制亂的
信心。
政協委員朱銘泉、簡松年、魏明德等表示，習
主席的講話對外部勢力發出嚴正警告，外部勢力
應馬上停止對香港進行滲透與干涉香港事務的種
種行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杜思文

港各界：澳門成功經驗 指導意義巨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杜思文）國家主席
習近平昨日在澳門發表重要講話，總結澳門「一
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四點重要經驗並提出四點希
望。香港各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不僅為澳門發展勾畫了
新願景，指引新征程，對推動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香港也必須以堅如磐
石的意志，團結一致，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制
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一
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推動「一國兩
制」事業行穩致遠。

各個方面的成績，香港也應加強這些方面的工
作，並在強大祖國的支持下，將工作重點放在促
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及改善民生工作等方面。

吳良好：港須不斷完善制度

葉國謙：準確處理兩制關係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
良好表示，習主席的講話高瞻遠矚、內涵豐富、
振奮人心，不僅為澳門發展勾畫了新願景，指引
新征程，對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具有重
要指導意義。香港也要堅持「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
關的制度和機制，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表
示，澳門可以準確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同時
行使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準確、全面地處理特區
政府與中央的關係，讓「兩制」在「一國」下找
好自己的位置，這些都是香港需要學習的地方。

譚錦球：重點促進經濟民生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名譽
主席陳清霞表示，習主席的講話，充分肯定了澳
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深入總結了成功經
驗，指明了「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我們深受
鼓舞，倍感振奮，更加增強了制度自信和能力自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表
示，習主席的講話充分肯定了澳門在「一國兩
制」方針下，在經濟、民生、文化、國情教育等

吳秋北：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澳
門在「一國兩制」中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全社會
都真心實意擁護「一國兩制」。而香港的泛暴派不
斷製造香港與內地的矛盾，搞分化、搞「港獨」，
企圖撕裂整個社會，因此愛國愛港的力量一定要不
斷壯大，才能更好地實踐「一國兩制」。

陳清霞：更加增強制度自信

信。

姚志勝：解決香港深層矛盾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會長姚志勝表示，我們要認真學習習主席重要講
話精神，堅定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既
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重視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努力推動解決土
地、房屋等香港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

張學修：把握灣區發展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
張學修表示，貫徹落實習主席講話精神，需要特
區政府更大擔當，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保障
市民居有其所，並減少貧困人口。還要把握粵港
澳大灣區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香港領
先科研向內地市場轉化。

施維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施維
雄表示，習主席總結的四點經驗，是永保澳門繁
榮穩定的根本和基石，這對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參
考借鑒。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堅持「一國兩制」
基本制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把
「一國兩制」堅持住、發展好。

橫琴打造長者樂園
長者何女士亦對習主席講話深
有感受，尤其是
「四點希望」
中的
「堅持以人為本，進一步保障和
改善民生」。她並從銀髮族角度
表達心聲，冀澳門特區政府可以
按習主席所言，為廣大市民創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對長者而
言，希望政府可以善用橫琴這個地方，為長者打造
住宅和不同設施，讓大家有 Dream house（夢想住屋）
去安享晚年，我們都一定樂意付款購買。」

提升特區治理水平
文員莫先生就尤其希望澳門特
區政府可以按習主席的講話，提
升特區治理水平，
「例如提升行政
效率，減少一些程序步驟，不用
市民有時想查詢問題時，難以找
到對口部門。」
他又認同要進一步
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在博彩
業以外，多扶助各行各業的中小企，讓它們更易發
展，並進一步發展旅遊業，多打造旅遊設施與景點，
以吸引遊客，也讓澳門市民有更多休閒活動。

旅遊活動豐富多彩
就讀中三的吳同學對習主席勉
勵澳門要「堅持開拓創新，進一
步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一點
特別有盼望。她希望澳門特區政
府可以計設多些旅遊活動，例如
巡遊匯演等，讓澳門的旅遊業發
展得更好。在改善民生方面，作
為學生的她希望政府將國際考試相關的教學活動普
及化，令國際學校以外的學生，都有更多機會探索
其他升學可能。

不介意多花錢建設
從事博彩業的莊小姐也提到提升特區治理水平一
項，也期望澳門能建設得更快。她說，澳門政府每
年都有巨額稅收，澳門市民其實不介意多花費在建
設之上，但希望可以更有效率，「這些民生基建，
不論居民或遊客都受惠。」在習主席肯定澳門「一
國兩制」上，她認為香港和澳門之間看問題的角度
不一樣，不認為誰要學習誰，但覺得香港或許能在
教育方面着手。
■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澳門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