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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习近平会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
在澳门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
铧。习近平对何厚铧表示，中央
对你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希望
你全力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和新
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好局、起
好步，继续重视青少年工作，引导
他们增强国家意识、培育家国情
怀，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在澳门
薪火相传。

习近平会见澳门行政
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
在澳门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习
近平强调，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立法、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
实践更加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
必须始终坚持、坚决维护基本法
确立的特别行政区以行政长官
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
在澳门会见前来出席庆祝澳门
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
部分政府官员。习近平表示，中
央充分肯定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在非常时期展现出的勇气和担
当。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各个部门继续在行政长官领导
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
力，共同把香港的事情办好。

习近平会见
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
在澳门亲切会见澳门社会各界
代表人士并发表重要讲话。习
近平指出，前不久，第八期“澳门
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全
体学员给我来信提到，从学习实
践中深刻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制
度是符合实际、与时俱进的，他
们有信心把“一国两制”的制度
优势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这充分展现出澳门新一代爱国
爱澳、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让
我十分欣慰。

习近平会见
澳门纪律部队代表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
在澳门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纪
律部队代表。习近平强调，纪律
部队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澳门
安全的重要职责，必须增强国家
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保持高度
警惕，坚决防范和打击任何危害
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
基本法权威以及利用澳门对内
地进行渗透破坏的行为

以上均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晚出
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
宴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
出，回归祖国以来的20年，是澳
门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民生改
善最大的时期，也是澳门同胞共
享伟大祖国尊严和荣耀感最强
的时期。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化，得益于“一国两制”方针的全
面贯彻，得益于中央政府和祖国
内地的大力支持，得益于特别行
政区政府的积极作为和澳门社
会各界的团结奋斗。

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宴
会厅内，气氛喜庆热烈。18时
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澳门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
夫人霍慧芬陪同下步入大厅，全
场起立，鼓掌欢迎。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
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
全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表示，时隔5年再次
来到澳门，深切感受到澳门发展
日新月异，澳门同胞当家作主风
貌昂扬向上，澳门特别行政区前

进步伐坚实有力。
习近平指出，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坚持把
“一国两制”原则要求同澳门实
际相结合，勇于探索和创新，使
澳门“一国两制”实践呈现出许
多亮点：爱国爱澳成为全社会的
核心价值，宪法和基本法权威牢
固树立，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
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主
动，包容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奋发图强、

艰苦奋斗，我国综合国力实现历
史性跨越，社会保持长期稳定，
创造了人间奇迹。现在，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
时代，也是澳门与祖国内地共繁
荣共奋进的时代。

习近平表示，具有澳门特色
的“一国两制”实践一定能够取
得更大成功，澳门同胞一定能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电

19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陪同下，来到位于澳门黑
沙环的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和濠
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同澳门市
民和师生亲切交流。

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中心
于 2009 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
可提供26个政府部门共335项
服务。习近平来到服务大楼，在
大厅结合展板听取通过整合行
政服务资源，为市民提供“一站
式”政务服务的情况。在身份证
明和社会保障服务专区，习近平
察看相关业务办理流程，并同正
在办理业务的市民交谈。

习近平表示，特别行政区政
府为市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体
现了以民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同
大家的交流中，能够感受到澳门
同胞生活不断改善，感受到澳门
回归20年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他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随后，习近平来到濠江中学
附属英才学校。今年“六一”国际
儿童节前夕，习近平给该校小学
生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在

澳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来到学校图书馆，听

取澳门教育总体情况和学校校史
介绍，了解澳门回归以来特别行
政区和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情
况。展台上摆放着《中国历史》
《品德与公民》等教材，习近平拿
起教材仔细翻看。习近平表示，
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
体，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内地合编
教材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要鼓
励更多学校使用新教材，让老师
们把教材讲好、讲活、深入人心。

学校礼堂里，濠江中学师生
代表，澳门非高等教育学校校
长、历史科研组长、德育主任正
在观摩以“‘一国两制’与澳门”
为题的中国历史公开课。

习近平走进礼堂，全场起立，
热烈鼓掌。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

意并就座观摩。公开课结束后，在
师生们热烈掌声中，习近平走到学
生中间即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濠江中学是一所具有悠久爱国传
统的学校。今年5月收到英才学校
小朋友的来信，浓浓的家国情怀、爱
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让我很受感
动。濠江中学的光荣历史也映照
出了广大澳门同胞始终秉持的深
厚爱国情怀。爱国主义为澳门贯
彻落实“一国两制”打下了坚实的社
会政治基础，使“一国两制”实践始
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结出繁荣
昌盛发展的累累硕果。

习近平表示，今天这堂课意
义非凡、有的放矢，抓住了历史
的要点和教育的要害。要打牢
爱国主义的基础，就要了解历
史。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了
解我们民族的历史。“腹有诗书

气自华”。14亿中国人民凝聚
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
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了
解我们 5000 年延续不绝的历
史，就能自然形成强烈的民族自
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了解鸦片
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史，才能理
解中国人民对于民族伟大复兴
的强烈愿望。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我们每个人都为新
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
更加坚定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
信心。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发
生了巨大变化，可谓“天翻地覆
慨而慷”，这让澳门同胞更加懂
得“一国两制”的根本在于“一
国”，更加珍惜今天的良好局面，
增强开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教育
兹事体大，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教
育部门和学校担负起主体责任，在
已有基础上再接再厉，把爱国主义
教育工作做得更好。相信澳门青
年人必将成为有为的一代、值得骄
傲的一代，成长为澳门和国家的栋
梁之才。 据新华社电

19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陪同下，来到中国与葡语
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考察。

习近平说，看到来自葡语国
家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看到规

划中功能齐全的各类专业设施，
说明中葡平台建设从理念变为
现实，从蓝图变为实体。我感到
十分高兴。

习近平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澳留学生亲切交流，勉励
他们利用宝贵学习机会，掌握本

领，成为中国同各自国家、同世
界各国交往的友好使者。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在崔世安夫人霍慧芬陪
同下，来到澳门旅游学院参观。
彭丽媛结合展板听取学校课程
设置和学生培养等情况介绍，并

走进茶艺教室，观看饮品调制教
学，不时询问饮品的原料和调制
方法。教学厨房里香味弥漫，学
生们正在学习制作糕点，彭丽媛
观看了葡式蛋挞等制作过程，并
拿起蛋液漏斗参与制作。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考察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习近平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

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习近平视察澳门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和英才学校

相信澳门青年必将成为值得骄傲的一代

依依濠江情，拳拳中国心。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
晚会19日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
体育馆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观看了演出。

演出现场灯光璀璨，欢乐喜
庆。舞台正中，光影勾勒的巨型
莲花景观绚丽绽放。20时许，欢
快的乐曲声响起，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崔世安和夫人霍慧芬陪同

下，步入晚会现场。全场观众起
立鼓掌，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
来。

鼓乐齐鸣，热闹欢腾的南粤
舞狮表演拉开晚会序幕。《我和
我的祖国》《七子之歌》等经典歌
曲抒发爱国爱澳的无限深情，多
媒体情景讲述《光阴的故事》以
独特视角表现了澳门回归20年
来的辉煌成就。刚毅雄健的功
夫表演《濠江雄风》、慷慨激昂
的经典诗词朗诵《少年中国说》

展现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
中华优秀文化在澳门的传承弘
扬。深具传统韵味的粤剧与南
音表演，活力四射的现代舞和
热情奔放的葡式土风舞，描绘
出澳门中西文化荟萃交融的独
特魅力。情景讲述《温馨一
刻》，表达了澳门同胞对习近平
主席的爱戴之情。歌曲《大湾
区之美》《莲成一家》《乘风破浪
再出发》等唱出了心手相牵、共
同逐梦的美好愿景。整台晚会

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赢得观众
们阵阵掌声。

晚会最后，习近平在崔世安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
官贺一诚陪同下走上舞台，同主
要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并同全场
观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祝愿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澳门明
天更加美好。晚会气氛被推向
高潮，歌声和掌声汇成欢乐的海
洋。

据新华社电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在澳门举行 习近平出席观看

习近平同全场观众一起“歌唱祖国”

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内
地合编教材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

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担负起主体责任，
在已有基础上再接再厉，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