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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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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全文见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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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转2版②）

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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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
小时身份证明自助服务区，习近平
观看护照业务等办理演示，对通过
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社会治理精细
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的做法表示
肯定。

正在办理业务的市民们纷纷聚
拢过来，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互
致问候。市民们对政府惠民措施十分
满意，纷纷表达了感恩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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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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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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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视察澳门政府
综合服务中心和英才学校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贺佳）今
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孙春兰
副总理在湘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分析研究
2020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我们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要深刻把握应急管理工作的职责使命，扎
实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切
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
责任，进一步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源
头防范，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坚持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实施精准治理，切实筑牢防
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要坚决落实安全生产、
防汛抗旱、森林防火等工作责任制，在发挥应

急管理部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综合管
理作用的基础上，落实好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责任，衔接磨合好“防”和“救”的责任链条，确
保不留责任空当。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应急
管理队伍建设，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
为应急管理部门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

会议指出，要把教育和文化领域对外交
流合作作为建设开放强省的重要内容，继续
发挥“汉语桥”、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平台作用，
更好传播湖湘文化。继续打好化解大班额这
场硬仗，重心向巩固提高转移，进一步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找准国家、
区域发展所需与职校所能的结合点，优化学
科设置和专业结构，充分发挥思政课立德树
人的关键作用。支持湘潭大学高水平大学和
特色学科建设，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努力把
湘潭大学办得更好、更有特色。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
战明显上升、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
局面，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继续开展“产业项目
建设年”，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产
业项目建设成效显著，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
性进展，改革开放稳中提质，民生投入持续加
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
升。一年来的发展成绩来之不易，也充分说明
越是形势复杂多变，越要保持定力、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始终踏着前进的步伐，扎扎实
实办好湖南的事情，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
劲、乱云飞渡仍从容。

▲ ▲

（下转2版④）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年度盘点·湖南亮点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培育新产业，形成新动能，国有资本布
局不断向基础设施、能源资源、高新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集中；省属监
管企业通过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开放合

作，国企内生动力、竞争力、影响力显著增
强，湖南国有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升。

今年前三季度省属监管企业实现利润
142.58亿元，同比增长47%，利润增幅在全
国排名第四，中部第一。 （详见4版）

利润增幅全国第四，湖南国企为什么能

让精神文明之光闪耀三湘 ——湖南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综述

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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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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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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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考察中国与葡语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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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邓晶琎

新年的脚步近了，三湘大地建设发展
热潮奔涌。

车辆穿梭、机器轰鸣、吊塔林立……走
入湘江智谷·人工智能科技城，满目皆是热
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邵东县生态产业园内的湖南东亿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作业繁忙，新增的10条生产
线上正生产最新的订单产品；

开店不到一个月的长沙宜家商场，选
购家居用品的市民排起了“长龙”，餐饮销
售额在开业第一周便跃上了全国宜家商场
中的首位。

今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风险
挑战，湖南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继
续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扎实做好

“六稳”，湖南经济无惧风雨健步行。
实力更强、动力更足、活力迸发。2019

年的湖南经济，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稳中有进增实力——
“三驾马车”齐驱用力，拉动

经济平稳运行，“稳”字贯穿、
“进”字添彩

湖南经济发展蹄急步稳。两个多月前
发布的前三季度成绩单令人振奋。▲ ▲

（下转3版）

击楫勇进破浪行
——写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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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12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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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习近平在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中心同澳门市民亲切
交流。 均为新华社发

12月19日，国家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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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