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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
者刘欢）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当选并
获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习近平对贺一诚获中央政府任
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表示祝贺。习近平说，长期以来，
你秉持爱国爱澳立场，热心服务澳
门社会，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和澳门立法会主席等多个公职期
间尽心尽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中央对此是充分肯定
的。在这次行政长官选举中，你高
票提名、高票当选，充分表明澳门社

会对你是广泛认同的。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澳门回归

祖国 20 周年。20 年来，在何厚铧、
崔世安两位行政长官带领下，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人
士，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
威，传承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促
进澳门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持续改
善、社会稳定和谐，向世界展示了具
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
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
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习近平希望贺一诚胸怀大局、
站高望远，准确把握澳门实际情况
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团结带领澳

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
界人士，协同奋进，变革创新，认真
谋划澳门的长远发展，续写“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

贺一诚对中央政府任命他为澳
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深感
荣幸，决心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
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好宪法和基
本法权威，维护好中央与澳门特别
行政区的良好关系，维护好中央的
全面管治权，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推进“一国两制”在澳
门的实践行稳致远。

韩正、丁薛祥、杨洁篪、尤权、王
毅、赵克志等参加了会见。

习近平会见贺一诚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
者孙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
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
耶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
定，双方将本着同舟共济、合作共赢
的精神，发展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习近平说，再过十几天，我们将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迈进。这一进程从来都不会一帆
风顺，但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中
国都将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做好
自己的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
开放，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我
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好各种风险挑
战，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
前进的步伐。一个稳定、开放、繁荣
的中国将始终是世界未来发展的
机遇。

习近平指出，中哈关系是睦邻

友好的典范。中方愿同哈方深化全
方位合作，落实好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
接，加强互联互通，畅通中哈陆海
联运大通道，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
级，扎实推进产能合作，扩大科技
创新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地方交
往。中哈要旗帜鲜明维护多边主义
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推动构建更
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
出积极贡献。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积极
作用，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加大安全合
作，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携手应
对挑战。

托卡耶夫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托卡耶夫表示，
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
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不仅造福了中
国人民，也为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
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改革开
放给哈萨克斯坦等各国带来机遇。

哈方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哈方愿
同中方以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为契机，推动哈中关系进一步发
展。哈方很荣幸6年前您在哈萨克
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伟大倡议，这对地区乃至世界未来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哈方期待同
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加强经贸、基础设施、能源、
5G、科技、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双
方应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框
架内沟通协作，打击“三股势力”，维
护地区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会谈后，习近平同托卡耶夫共
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两国元
首还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的
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托卡耶夫举行欢迎仪
式。杨洁篪、沈跃跃、王毅、夏宝龙、
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 卡 耶 夫 举 行 会 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发展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1日同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总统帕努埃洛互致贺电，热烈庆
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密建
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
展。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扩大。我
高度重视中密关系发展，愿同帕努
埃洛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
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政治互信，深化
务实合作和友好交流，推动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帕努埃洛在贺电中表示，密中
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
之上。建交30年来，密中关系取得
长足发展。密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支持“一带一路”伟大倡议。
衷心祝愿密中关系在未来更上一
层楼。

习近平同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总统帕努埃洛互致贺电

庆祝中密建交30周年

9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托卡耶夫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9月11日，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学生们在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高台县组织解放街小学学生开展爱国教育主题队日活动。活动中，200多名少先队员表演了
合唱、绘画、诗朗诵《可爱的中国》等节目，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歌唱祖国

9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贺一诚。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畅叙家国情 共筑中国梦
——各地举办丰富活动迎接中秋佳节

本报拉萨9月11日电 记者代
玲报道：9月11日，阳光洒在堆龙德
庆区马乡措麦村绿树成荫的村道
上，沿着村道延伸的大红灯笼串更
添了喜庆的气氛。走进措麦村村委
会，院子中央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
招展。院子里已搭好了舞台。今
天，拉萨市在这里举办“我们的节
日·中秋”活动，全市各级道德模范、
学生代表、农牧民群众、志愿者、护
路队员代表等共庆佳节。

9 岁的尼玛央珍是马乡中心小
学3年级的学生。今天她和同学一
起表演舞蹈。尼玛央珍说，自她记
事起，每年的中秋学校都会发月饼，
村里也会给家家户户发月饼。今年
她领到了一份火腿味儿的月饼。

活动现场，主持人还就中秋节
的来历、中秋习俗等进行了提问。
63岁的洛追抢到了回答机会。洛追
说，中秋也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他
家有7亩地，种了青稞、小麦、豌豆等
作物，最近正陆续收割。“我们会将
新收的青稞、小麦用来做各种饼子，
中秋节当天一家人坐在一起赏月吃
饼，别提有多开心了。”

2017 年，285 户千余人的措麦
村实现了全村脱贫摘帽。目前，村
民的年人均收入达到了 1.5 万元。
洛追说，现在的中秋节不仅食物更
加丰富了，还能在家门口观赏到藏
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这样的
生活真是又舒心又美好。

本报青岛9月11日电 记者刘
成报道：“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能分割……”9月11日，青岛市市北
区海丰广场上人头攒动，一曲《我和
我的祖国》快闪群唱，赢得了阵阵掌
声，还带动了众多观众的合唱，现场
一片热烈欢快的氛围。

这是青岛市文明办主办的“‘我
们的节日·中秋’——月圆天下·共筑
中国梦”主题活动的一个精彩片段，
活动吸引了社区居民代表、道德模
范、文明市民、新市民、外来务工人员
及驻街部队官兵等500余人参与。

铿锵有力的锣鼓、配合默契的
舞狮、活泼逗趣的秧歌，节目表演精
彩纷呈。居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诗朗
诵《我们的节日·中秋》《祖国万岁》，
遒劲有力的书法展示，抒发了人们
对新中国70华诞的美好祝愿。

活动特别邀请了辖区 100 位
1949年出生的居民参加活动，大家
共同放飞气球，一起品尝了象征共
庆团圆的巨大月饼。活动现场设置
了民俗体验区，市民现场体验月饼
制作过程，通过交流互动，让大家感
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西安9月11日电 记者雷
婷报道：9 月 11 日晚，“我和我的祖
国”暨“我们的节日·中秋”诗歌朗诵
会在西安市高陵区上演。

教师、医生、儿童等百余名文学
爱好者齐聚一堂，为现场观众朗诵
了20余篇诗歌作品。

65岁的刘烈艺家住西安市高陵
区泾渭东路社区群贤北府小区。刘
烈艺选择了《中秋的月》和《沁园春·
雪》两首作品参加朗诵会。“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全国人民都撸起
袖子加油干，取得了很多伟大的成
就，火箭、飞船、高铁等高科技都彰
显着国力的强大，其中风流人物不
断涌现。”刘烈艺说。

11 岁的小姑娘刘霖娜今年上
五年级，平时她在参加高陵文化馆
的播音和主持朗诵培训。她选择了
一首《金秋皓月》参加活动。“忆往
昔多少文人墨客，举杯邀月慨叹家
国的忧思，看今朝我们如痴如醉，
举杯同庆国盛家和的盛世！”小姑
娘精彩的朗诵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
掌声。

编者按 中秋节来临之际，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经典诵读、志愿服务、文体娱乐等活动庆祝佳节，弘
扬传统文化，感怀幸福生活，祝福伟大祖国，营造欢
乐喜庆、温馨祥和、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