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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崔世安先生，
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先生，
同胞们，朋友们：

今晚，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
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首先，我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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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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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3年签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到2017年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
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再到2018年港珠澳大桥正式通
车，回归后的澳门与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从2002年推动博彩业适度开放，到2004年提出
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再到2007年提
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回归后的澳门推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的路径更加明晰，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不断
稳固。

——从2007年实行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
到2012年完成“万九公屋”，再到2018年实施双层式社会
保障制度，回归后的澳门大力改善民生，澳门居民安居乐
业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从1999年的“午夜立法”，到2009年完成基本法
第 23 条本地立法，再到 2018 年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回归后的澳门完成800多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
订，同“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实施相适应的法律
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从 2005 年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到2017年澳门被评为“创意城市美食之都”，至今已
参加120个国际组织，获得144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或落
地签待遇，回归后的澳门对外交往更加活跃，“中国·澳
门”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同胞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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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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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爱国爱澳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深明，澳门前途命运同祖国紧密
相连，秉持强烈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将爱国和爱澳
合而为一。回归祖国后，广大澳门同胞珍视民主、法
治、人权、自由等核心价值，并适应澳门成为国家一个
特别行政区的历史转变，更加坚定地把爱国爱澳排在核
心价值序列的第一位。无论是处理重大问题、制定法律
政策、谋划各项事业，还是选拔管治人才、确定教育方
针、把握舆论导向，都以是否符合国家和澳门利益为首
要考虑。特别是面向青少年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
现所有学校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使爱国主义精

神薪火相传，巩固了“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思想
基础。

第二，宪法和基本法权威牢固树立。特别行政区政
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深明，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
政区宪制基础，依法治澳首先是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治
澳，自觉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建立起协调统一的宪
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体系，大中小学都设有宪法和基本
法教育课程。要求公职人员必须了解和掌握基本法，在
培训、入职和晋升等各环节设置基本法考试程序。连续
5年举办国家宪法日系列活动，推动形成了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
氛围。

第三，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行。特别行政区政府和
社会各界人士深明，行政主导是基本法设计的特别行政
区政治体制的重要原则，体现了行政长官代表整个特别
行政区向中央负责的根本要求。在行政长官统领下，行
政、立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并重在配合，司法
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各部门权责明确，依法履职。特
别行政区政府既注重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又与
时俱进，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期待，推进公共行政
等改革，务实有为，努力提高施政能力和水平。

第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主动。特别行政区
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深明，伟大祖国是澳门发展的坚
强后盾，紧紧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的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中央支持
政策，把“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和“澳门所需、国
家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为澳门发展拓展新空间、注
入新动力。澳门和祖国内地合作领域日益拓展、合作

机制更加健全、合作水平不断提升，有力促进了互补
互利、协同发展。

第五，包容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人士深明，“家和万事兴”、和气致祥，讲团结、
重协商，不争拗、不内耗，自觉抵制外来的各种干扰。不
同族群相互尊重、互助友爱，多元文化共存共生、互融互
促，街坊邻里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广大市民并肩抗击

“山竹”超强台风的一幕幕场景感人至深，小城故事充满
温馨。

同胞们、朋友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我国从
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从温饱不足到即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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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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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提议：
为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澳门回归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
为在座各位朋友及家人的健康，
干杯！

（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
（2019年12月19日）

习近平

新华社澳门12月19
日电 （记者李忠发 朱
基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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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为澳门特别行
政区第一、二任行政长
官，为特别行政区建设
发 展 打 下 了 很 好 的 基
础，“系好了第一粒扣
子”。你担任全国政协副
主 席 后 ， 继 续 为 澳 门

“一国两制”事业和国家
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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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厚铧感谢习近平对
他的关心和鼓励。他表示，请习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尽
心竭力支持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做好工作，引导年轻
一代增进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进一步筑牢爱国爱澳的

社会政治基础，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创造澳门更加美好
的未来。

丁薛祥参加会见。

新华社澳门12月19
日电 （记者李忠发 朱
基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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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行政长
官到北京述职时，提出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下一
步工作的设想，中央都完
全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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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郑月娥感谢习近平
主席的接见，表示一定会
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继续
做好止暴制乱工作，尽快
恢复香港的社会秩序。

丁薛祥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习 近 平 会 见 林 郑 月 娥

“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来取得的
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祖国人民和
中央政府也都感自豪。澳门认真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经验和具
有的特色值得总结，澳门未来发展美
好蓝图需要我们共同描绘。”习近平
主席高度评价澳门。归来20载，澳
门向全世界昭示，“一国两制”完全
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这是澳门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
的20年。回归以来，澳门坚持依法
有效施政、务实稳健有为，始终把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首位。经
济持续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各项
事业发展，澳门让这里的居民安居
乐业、收获幸福。居者有其屋、病
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少者有其
学，居民们的所需所盼成为现实、
安定祥和的民生画卷正在这里不断
铺展。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深入人心
的 20 年。“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
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伟
大祖国始终是澳门的坚强后盾，祖

国日益昌盛为澳门繁荣发展注入了
新的强大活力。20 年来，中央政府
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特别行
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
主。广大澳门同胞依法享受着广泛
权利和自由，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
员，拥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
权利，作为澳门的主人翁，承担起了
管理好、建设好澳门的历史责任。
从保持财政和税收独立、实行单独
的货币金融制度，到充分行使立法
权及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澳门日
益成为祖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这是爱国爱澳精神薪火相传的
20年。在澳门这朵“盛世莲花”的
茎叶中，流淌着代代相承的爱国爱
澳核心价值基因。2009 年，《澳门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获立
法会通过；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作
出解释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未雨绸
缪，主动修订立法会选举制度，增
加“防独”条款；2018年10月，特

区政府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2019年1月顺利完成对本地立
法《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
护》的修改。

这是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20 年。新时代新澳门新发展的集
结号已经吹响。国家在“十二五”

“十三五”规划中专章阐释支持香
港、澳门发展的重大举措，党的十
九大报告又提出支持香港、澳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行政区
充分认识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现
实需要和战略意义，高度重视和全
面谋划澳门在国家发展整体布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伴随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澳门在
国家发展大局下迎来前所未有的
机遇。

前人用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
破，后来者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
展。澳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
色的“一国两制”成功经验，在可期
的未来，“盛世莲花”会更加鲜艳！

共绘澳门美好发展蓝图
本报评论员

冬日的澳门依旧温暖如春，夜
风轻拂，送来珠江口的阵阵涛声。

灯光璀璨的澳门东亚运动会体
育馆，如俏丽的明珠在夜空下分外
夺目。

19日20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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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会场，同澳门各界代表一起观
看文艺晚会《濠江情 中国心》，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观众
们不禁跟着齐声哼唱。

清亮的童声唱起《七子之歌》，
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 20 年前那历
史性的一刻，游子澳门终于重回祖
国的怀抱。一首《中国澳门》，唱不
尽儿女对母亲的心中真情。

二十载时光飞逝，年轻的特区
迅速成长，让澳门人增添了追逐梦
想的力量。多媒体大屏幕切换背
景，第一代本地机长林家全、青年艺
术家霍凯盛走上舞台，将自己的逐
梦故事娓娓道来。

林家全曾是澳门航空的一名空
乘。澳门回归后，他放弃高薪，自
费出国学习飞机驾驶。他说，我要
证明，中国人一定能，澳门人一
定行！

霍凯盛用画笔记录澳门的点滴
变化，绘制了上千幅作品，还入选
了有着国际“插画界奥斯卡”之称

的博洛尼亚插画展。他说，这数年
如一日的执着，只因澳门是自己
的家。

光影变幻，舞台化身为一个巨
大的“机舱空间”，承载着澳门年轻
一代的梦想，向未来启航。

歌舞、诗朗诵、情景表演……精
彩的节目高潮迭起，呈现出独具特
色的澳门魅力。

舞乐铿锵，中华武术伴随着
《少年中国说》 的豪迈诗句虎虎生
风。芭蕾蹁跹，《大湾区之美》《伶
仃洋之恋》 谱写出新时代发展的
颂歌。

听，那婉转千回的南音、悠扬悦
耳的粤剧唱腔，勾勒出澳门与祖国
浑然一体的文化底色。

看，那热情欢快的葡式土风舞、
活力四射的现代舞，展示着一个开
放自信的国际化都市的万般风情。

澳门回归后首位获得世界冠军
的武术运动员韩静也参与了演出。

“澳门回归后，方方面面的发展有目
共睹，我为自己是澳门人感到无比
骄傲和自豪。”

依依濠江情，拳拳中国心。
今年，习近平主席曾分别给澳门
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老
人和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
朋友回信。退休老人何荣欢和学生
郑语涵也来到晚会现场，讲述澳门
老一辈的家国情怀和新一代的爱
国精神。

“我们绝大部分人与新中国同

龄，我们见证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
巨变，亲历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
成功实践，我们为自己是中国人感
到由衷的骄傲。”何荣欢说。

“我们一定会传承好爱国爱澳
优良传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
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澳门、振兴中
华多作贡献。”郑语涵说。

伴随着《扬帆未来》令人振奋的
歌声，一个个值得铭记的时刻闪现
在大屏幕上：北京奥运会圣火在澳
门传递、澳门大学顺利完成迁校、中
央明确澳门管理85平方公里水域、
港珠澳大桥通车……

“身在澳门，幸福感很强，能真
切地感受到祖国给我们的温暖和支
持，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参
与演出的歌唱演员刘乃奇说。

热烈的掌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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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全场观
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嘹亮
的歌声激荡全场，唱出所有人的
心声。

20 年斗转星移，不变的是澳门
与祖国紧密相连、繁荣与共。

20 年乘风破浪，迎来“成年礼”
的特区期待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续
写新辉煌。

文/新华社记者 郝亚琳 胡 瑶
（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放 歌 ，与 祖 国 同 庆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侧记

1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1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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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上接第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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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毅、马
飚等一同观看演出。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
及澳门各界代表和特邀嘉宾等观看
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