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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伴随着
《七子之歌》的感人
旋律，历尽风雨的澳
门 终 于 回 到 祖 国 怀
抱。澳门从此走上了

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
铸就又一个历史丰碑。今天，濠江流彩，莲花盛放，一个生机勃
勃、安定祥和的澳门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回归 20 年
来，澳门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
社会稳定和谐，本地生产总值从 1999 年的 518 . 7 亿澳门元增加
至 2018 年的 4446 . 7 亿澳门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排在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从幼儿园至高中实现 15 年免费教育，长者、婴
幼儿、中小学生、孕妇纳入免费医疗，“莲花宝地”开创了历史
上最好的发展局面。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世界
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彰显了“一国两
制”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
本固才能枝荣。”回归 20 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准确理解和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真正实现了与祖国内地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
才能全面准确地实施基本法；只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才能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只有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才能使澳门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实践雄辩地证明，“一国两制”

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
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
祖国和平统一”，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意味着“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继续推进“一国
两制”事业，必须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
须坚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必须
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
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
都不能偏废。唯其如此，“一国两制”实践才能沿着正确方向走
稳、走实、走远，香港、澳门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天，澳门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一国两制”的
制度保障，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有爱国爱澳的价值支撑，有
澳门同胞的齐心协力，澳门这朵美丽莲花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
更加迷人的色彩。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新华社澳门 12 月 19 日电（记者李
忠发 陈键兴 郭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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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世安在致辞中表示，在即将迎来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20 周
年之际，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习
主席再次莅临澳门。澳门成功实践“一国

两制”的最宝贵经验，就是全面准确实施
宪法和基本法，其核心是澳门对国家政治
体系、国家核心价值的准确理解和真心拥
护。澳门发展的一切成就，离不开习主席
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大力支持。我们坚
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力支持下，第
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先生必将带领新一届
特区政府和广大澳门居民，继续全面准确
贯彻基本法，不断推动“一国两制”伟大
事业继续前进。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毅、马飚
等出席欢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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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
政区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主要官员、澳门各界代表等也
出席晚宴。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娟

“生姜、黄菊、罗汉果、猕猴桃……产业
旺上加旺，生活红红火火，村民们对未来充满
了盼头！”近日，在全州县石塘镇沙田村，村
里 10 亩土地里种满了生姜。看着生机勃勃的
田地，沙田村驻村第一书记尹小军喜笑颜开。
今年，村里光是种植生姜这一块，就将增收
10 万元以上。

让党旗高扬在扶贫重大任务的攻坚一线。
近年来，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脱贫攻坚、乡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
和自治区有关决策部署，举全局之力，用心、
用情、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群策群力，不仅
向贫困村伸出援手扶贫，同时还“扶志”、
“扶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让大山里的村
庄唱出了村富民强的“田园牧歌”。

沙田村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对帮扶的贫
困村。自 2015 年 10 月开展定点帮扶以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的放矢，精准施策，为村
民“拔穷根”。确定了“强基础、兴产业、促
发展”这一工作思路，出资 150 万元，出台
12 项措施全力帮扶沙田村。规划打造了沙田
村集体产业基地，实施“油茶园+种养”循环
模式，“以短养长、长短结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2018
年，在该局的帮扶下，沙田村建立了油茶产业种
植示范基地，总投资 20万元。产业基地以“发展、
科学、服务、健康”为宗旨，按照“支部+基地+农
户”发展模式，高标准规划 20 亩种植油茶，全力
打造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基地。该基地油茶种植品
种主要是灌阳品种，每亩可种植 111 株，预计每
亩产油量达 30千克以上、收入可达 3000元。

今年，为发展短期经济，在油茶基地套种石
塘特色生姜 10 亩，每亩产子姜 2000 千克，收
入达 15 万元。据统计，依托基地，共带动群众
进行产业基地维护达 60 多人，其中贫困户有
16 人，人均增加纯收入 1700 元以上。

灵川东田村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点帮扶
的另一个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巍向记者介
绍了东田村的基本概况：东田村 2018 年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97 户 264 人，村里缺乏规模化
产业，村民没有致富项目。

为了找准贫困原因，拔掉穷根，积极“把
脉问诊”，经实地调研、多方了解、讨论研
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确定了以发展特色种养

业为引领，全面带动农民开展种、养、销一条
龙的模式。根据贫困户家庭实际，量身制定产
业发展“一户一策”，结合产业奖补政策，鼓
励发展柑橘、鸡、水稻和猪“ 3+1 ”特色产
业，产业覆盖率达到 96% 。通过积极招商引
资，引进桂林北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混
元自然村柑橘种植基地，现已有 70 多户农户
流转土地 150 亩，受益贫困户 5 户，每年将
为农户实现收益约 12 万元。

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又帮村里找“出
路”，让村民的钱袋子更鼓。首先在东田村上
五马自然村一带打造蔬菜产业示范区 37 亩，
向灵田镇政府申请支持 5 . 6 万元对蔬菜基地
周边水渠、道路进行了疏通和修整，年产值有
望达到 14 万元。同时，采取自主经营方式将
产出的蔬菜定点供应给地方优质蔬菜销售商，
瞄准桂电科大 2 . 8 万人后勤供给这一庞大群
体，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并带动全村发展品牌蔬
菜种植，将为东田村农业产业规模化、规范化
发展打下基础。此外，还计划在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花江校区旁新建加油站，申请专项资金
50 万元用于投资加油站项目，作为加油站建
成运营后的流动资金。现正开展加油站用地征
地工作，预计 2020 年加油站落地运营。加油

站建成后，不光能为村委带来每年 6 万元
的集体经济收入，还能满足周边及未来花溪
文化艺术村和花江智慧谷项目区域用油及配
套服务需求，提高东田村现代化水平。

平乐县二塘镇大水村有 776 户住户，
村民 2434 人，目前未脱贫人口共有 17 户
49 人。全村主要以石灰岩石山和丘陵地带
为主，无河流，人畜饮水困难，是该村贫困
的主要原因。为了帮助老乡们拔穷根，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成功引进平乐宏森水果专业合
作社落户大水村，立足该局本身职能，并指
导合作社开展商标战略和电商销售，驻村第
一书记曹俊请商标专业科室为该村水果农业
合作社申请办理新的注册商标。截至今年
10 月，已为平乐宏森水果专业合作社申请
到了 5 个注册商标。通过商标战略，有效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为本地农产品进超
市、上电商打下了良好基础。引进新产业夜
香花试点种植，以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进行推
广，企业出苗，农户种植，定价回收。合作
社亦发挥火车头示范作用，引导果农科学种
植，增产增收。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扶贫工作我
们永远在路上。”平乐镇湖塘村驻村第一书

记罗庆如是说，打造扶贫村党建阵地，提升
村委战斗堡垒作用，在扶贫工作中非常关
键。如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四个扶贫村已
全部整村脱贫摘帽，石塘镇沙田村是最后一
个。接下来，该局将继续尝试多种扶贫方式，
以助农增收为目标，帮助更多贫困户刷掉贫
困这顶帽子，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以饱满的热
情、昂扬的斗志、顽强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
扶贫工作中，让更多村庄唱响“和谐宜居、
产业兴旺、民富村强”的田园牧歌。

扶贫路上“用心、用情、用力” 伸出援手“扶贫、扶志、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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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
对灵川县灵田镇田东村开展春节慰问工作，
并研究村集体经济发展策略。

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到
全州县石塘镇
沙 田 村 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扶
贫攻坚义务劳
动。

市市
场监督管理
局为全州县
石塘镇沙田
村赵家小学
捐 赠 建 立
“ 逍 遥 书
屋”。

平乐县引进无人机在二塘镇大水村月柿
种植基地进行农药喷施作业。

（图片均由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习近平视察澳门政府

综合服务中心和英才学校
（上接第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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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中学创建于 1932 年，是澳门
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校，现由校本
部即中学部、附属英才学校、小学部和幼
稚园部四个校部组成，建校以来始终坚持
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爱国爱澳
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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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还观看了学校科技创新作品的

展示，听取学生介绍科创作品《长城的故
事》和导盲杖、夜间智慧泊车系统等，并
与学生互动交流。他说，同学们的作品很
有创意，令人印象深刻。希望学校不断优
化课程设置，探索开拓更有利于培养科技
创新人才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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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讲话结束后，全体师生报以热
烈的掌声。

离开校园时，师生们围拢过来，向习
近平主席热情问好。学生们向习近平赠送
了专门制作的《习近平主席回信纪念专
刊》，习近平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
长，并同大家挥手告别。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毅、马飚
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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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写“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新篇章

——— 热烈祝贺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

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