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9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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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湘潭大学高水平大学和
特色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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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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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形势复杂多变， 越要保
持定力、坚定信心、鼓足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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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
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深入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全面
小康决胜年”为统揽，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确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

■记者 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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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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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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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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

以“全面小康决胜年”为统揽
扎扎实实办好湖南的事情

特写

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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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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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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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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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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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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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视察英才学校并观摩中国历史公开课

爱国主义教育兹事体大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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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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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澳门“一国两制”实践呈现出许多亮点

澳门成功实践的最宝贵经验：全面准确实施宪法和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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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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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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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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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举行
习近平同观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