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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上午，正在澳門視察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與澳門社會各
界人士舉行座談會。張德江在座談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摘編如下：

大家好，
很高興參加今天的座談會，聽了各位代表的發

言，在座各位都是澳門社會各界傑出代表，長期以
來為 「一國兩制」實踐和澳門繁榮穩定作出重要貢
獻。澳門能取得今天這樣輝煌的成就，可以說，大
家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我這次來澳門，是想聽一
聽大家對澳門發展的意見，對澳門的情況你們是最
了解的。 「一國兩制」的方針在澳門實施得怎樣，
你們最有發言權。

剛才幾位代表的發言都很精彩，做了精心準備
，提的問題也很中肯，我都一一做了筆記，有很多
真知灼見，我聽了之後很受啟發。2014年12月，習
近平主席來澳門出席回歸祖國15周年慶典活動，並
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為澳門 「一國兩制」實踐和
各項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期間，習主席會見了澳門社會各界人士，並提
出三點希望：

一是支持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

二是努力促進社會安定團結；
三是共同破解澳門發展的難題。

希望大家繼續深刻領會習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
精神，把習主席要求落到實處，為保持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作出應有貢獻。

今天藉這個機會，結合大家剛才的發言，我談
三點意見：

第一，珍惜經驗
澳門回歸17年來，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

矚目的成功，這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祖國內地發
揮堅強後盾作用的結果，也是特別行政區歷屆政府
帶領社會各界團結奮鬥、開拓進取的結果，彰顯了
「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這個結果來之不易，

成績可喜，工作可讚，前景可期。應當認真總結經
驗，爭取更大的成果。

我認為澳門成功的基本經驗，在於堅持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歸結起來有以下幾
點：

一是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始終堅定不移地貫

徹 「一國兩制」方針，牢固把握 「一國」是 「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澳人治澳」
、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這三個核心要素，認真宣
傳基本法，嚴格遵守基本法，基本法在澳門家喻戶
曉，深入人心，成為澳門居民共同的行為準則。這
是澳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基礎。

二是切實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行
政主導體制。

特別行政區自覺配合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有
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澳門居民尊重認同
和維護中央管治權，維護行政長官作為 「雙首長」
的權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行使中央
授予的高度自治權，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配合
，相互制約，並重在配合。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
權，行政主導體制運行順暢，愛國愛澳力量在澳
門社會始終佔據主導地位。這是澳門成功的政治基
礎。

三是積極推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歷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把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作為首要任務，澳門社會始終團結、包容、務
實進取，不爭拗，不空耗，善於把國家發展大勢和
自身優勢結合起來，集中精力搞建設，共同促進經
濟發展，民生改善。這是澳門成功的經濟基礎。

四是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和愛國愛澳主流價
值。

澳門同胞始終胸懷祖國，熱愛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具有強烈國家觀念，民族感情。澳門回歸以來
，廣大澳門同胞實現了在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廣泛團
結，愛國愛澳從質樸的民間情懷，昇華為澳門社會
的主流價值，成為全體澳門居民齊心協力建設美好
家園的精神動力。這是澳門成功的社會文化基礎。

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珍惜經驗。我提到的四
條經驗，就是說貫徹習近平主席視察時的三點希望
，珍惜澳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基礎、政治基礎、經
濟基礎、文化基礎等這些經驗。

第二，築牢根基
我們現在講 「一國兩制」的成功只是階段性的

成功，從一定意義上來說， 「一國兩制」實踐正處
在爬坡過坎的重要階段，只有根基牢固才能走穩、
走實、走遠。

一是繼續傳承愛國愛澳主流價值，弘揚愛國愛
澳主流價值觀，需要從小抓起。

在座各位是愛國愛澳力量的核心骨幹，不但自
己要堅守愛國愛澳立場，還要把你們的愛國愛澳基
因傳承下去，要走進校園，引導澳門青少年，深入
了解祖國的歷史與文化，特別是近代以來，中華民
族的奮鬥歷程和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

大家想一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百年，
我們中國已經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正
像《國歌》唱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
頭。

建國以來，我在不同場合講過，我從國家統計
局要了幾種數據，1949年，我國GDP總量是189億
美元，人均35美元。大家想一想，人均GDP 35美
元，人均收入15美元都成問題，所以毛主席講過，
我們國家一窮二白，是真的一窮二白。

建國60多年來，改革開放30多年來，去年我國
經濟總量達到74.4萬億人民幣，按照現匯，可以折
算為11.2萬億美元。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去年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當然與澳門相
比還有很大差距，澳門是人均6.9萬美元，但全中
國13.8億人口，人均8000美元，是個大數字。

60多年來發生這麼大變化，中國創造了人類社
會發展史上的奇跡。我在會見外賓的時候，絕大多
數國家對中國刮目相看，非常羨慕、敬佩，真誠地
希望與中國合作，搭乘中國發展快車，不說別的，
中國13.8億人，大市場就不得了。我訪問歐洲幾個
人口比較少的發達國家，他們都提出來要給中國輸
出農產品，我在給中央寫報告時就提出，他們的農
產品，可能不夠我們大城市一天的消費，對我們來
講，可能是進口農產品的1%，對他們來說是出口
農產品的100%。

所以現在為何很多國家要和我們開展合作，一
方面是我們發展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有13.8億
人的大市場。而且我們人民生活提高了，消費能力
也增強了。

我也總結了我們為何60多年來發生這麼大的變
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有三條：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

我們中國不搞 「多黨制」，不搞 「三權分立」
，不搞 「兩院制」，我們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符合中
國實際，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是正確的
選擇，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的發展結果，事實證明我
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各項事業開創新局面
，我們正在為實現 「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可以說，我
們現在愈來愈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們應該為我
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當然也不用諱言，我們國
家很大，還有城鄉差別、區域差別等問題，但哪個
國家沒困難，沒自己的問題？

況且我們有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
領導，我們又有建國60多年來的豐富積累，近年來
全世界經濟的增量，中國佔32%，所以中國成為拉
動世界的一個重要引擎，中國現在的國際地位跟過
去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我們對黨和國家充滿信心，
國家好，澳門好。

國家在國際上地位提升，澳門同胞到世界各地
，你們腰桿也硬了。

我藉這個機會脫稿而出，大家要對我們的黨、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
，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要深刻理解澳門與
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國家民族情懷，要
珍惜和維護愛國愛澳主流輿論環境，加強對中華優
秀文化、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融通詮釋，向海內外
講好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使愛國愛
澳始終成為澳門社會的主旋律。

二是不斷壯大愛國愛澳力量。
愛國愛澳社團在澳門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愛國愛澳力量內部要講團結，
要講大局，要看長遠，構建互利共生的愛國愛澳大
格局。同時愛國愛澳社團也要因應社會變化和社會
所需，切實加強代表性、先進性和群眾性建設，廣
泛團結新型社會力量，不斷擴大愛國愛澳政治光譜
，畫出最大的同心圓，團結的人愈多愈好。

三是着力培育治澳建澳人才。
人才短缺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愛國愛澳力量薪火

相傳和澳門可持續發展的一大短板。無論是管治人
才、建設人才，還是社團領袖，都面臨整體性新老
交替。大家都是愛國愛澳的領軍人物，社會影響力
都很大，手中資源比較多，希望大家以更加寬闊的
胸懷、更崇高的境界、更遠大的眼光和更緊迫的社
會責任感，為青年人的成長搭梯子、建平台，讓青
年人在重大社會政治事務中鍛煉成長。

大家很重要的任務是培養接班人，使愛國愛澳
力量薪火相傳，不斷發揚光大，要與青年分享你們
的成才、成功經驗，幫助他們樹立敢於競爭、積極
進取的人生態度，增強創新意識，提高競爭能力，
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立公平、合理、科學有效的
人才競爭機制，使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
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成為建設澳門的棟樑之
才，使 「一國兩制」後繼有人。

第三、促進發展
發展是永恆的主題，中央最關心的也是澳門的

發展問題，習近平主席在澳門回歸十五周年時送了
三大厚禮，李克強總理去年來澳門時，也代表中央
宣布了一系列的惠澳政策，目的都是為了支持澳門
，為澳門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動力。我這次來，既是
對澳門落實中央的惠澳政策進行檢查指導，更是代
表中央為澳門發展加油鼓勁，希望澳門社會進一步
凝心聚力，推動發展。

一是同心同德、維護大局穩定，發展需要穩定
的社會環境。

澳門地方小，人口少，你亂不得，你也亂不起
，所以澳門無論如何都不能亂，希望大家進一步增
強大局意識，從維護澳門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出
發，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進
一步鞏固澳門良好的社會局面和政治生活、政治生
態。要關注和及時反應各界群眾的訴求，幫助特別
行政區政府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穩妥處理好熱點
敏感問題，全力維護澳門社會和諧穩定。

社會矛盾是永遠存在的，窮有窮的矛盾、富有
富的矛盾、大有大的矛盾、小有小的矛盾，矛盾是
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關鍵是我們要正確地認識
、正確地把握、妥善地處理各種問題、困難。

二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這是大勢所趨，也是
民心所向。

我國已經成為帶動世界發展的重要引擎，剛才
我講到，2013年到2016年，我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
貢獻率，年均在30%以上，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區
希望搭乘我國發展的快車。

今年兩會期間，我在參加港澳政協委員聯組會
的時候，我曾講過一句話，今天我在澳門也要說這
句話，現在世界各國都要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最
簡單的原因，就是看中了我國13.8億人口這個大市
場。一個人買一套衣服、一個人買一雙鞋，那可能
一個中等國家的生產就基本上滿足了，那個國家的
經濟可能就出現上漲了。

全世界沒有像中國有這麼大、這麼強的消費能
力，特別我說到現在人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現在
我們一年1.3億人次出境旅遊，這過去是不可思議
的、不可想像的。

而且中國人有個傳統， 「窮家富路」，平時過
日子很節儉，這出去旅遊就 「瀟灑走一回」，中國
人走到哪兒，外國人都樂死了。中國人旅遊喜歡購
物，好像到哪個國家旅遊一趟，要不買點東西就白
去了，所以不但是旅遊大軍，也是消費大軍。

所以我記得很多外國政要，幾乎都跟我談這些
問題，一個向中國出口農產品，一個就是希望通過
中國遊客到他們國家去旅遊，都看到中國人旅遊消
費能力強，都看到中國的發展前景、發展潛力。習
近平主席又提出了 「一帶一路」這個戰略和倡議，
得到了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響應。

最近北京將召開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幾十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都積極參與這個
活動，很多國家都想搭中國的快車，所以在北京的
時候，我在政協聯組會上講，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
區希望搭上我國發展的快車。

澳門作為我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時我講的
就是香港、澳門不僅不需要排隊買票，而且還可以
免費上車，享受VIP的服務，你說這何樂而不為呢
？外國現在都跑到中國來要跟你合作、希望（中國
人）來旅遊，外國現在求着我們要搭我們的快車，
香港、澳門作為中央特別行政區，直白地講，你也
不用排隊，你也不用買票，中央已經在車上給你留
了位子了，而且還有VIP貴賓通道，你們何樂而不
為呢？為什麼不快點搭這個快車呢？別人都在搶着
13.8億人這個市場，近水樓台先得月，香港的企業
家們、香港的市民們，澳門的企業家們、澳門的市
民們，為什麼不抓住這個機遇呢？要抓住這個機
遇。

國家發展和中央的大力支持給澳門帶來了難得
的發展機遇，希望澳門各界在特別行政區政府帶領
下，進一步地凝聚共識、搶抓機遇，積極對接 「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抓
準 「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定位，在服務國家發
展大局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好的發展，充分發揮
澳門的優勢。

習近平主席在澳門回歸15周年時指出，只要路
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
大戲。我認為澳門發展的路是對的，政策是好的，
人心也齊，現在的關鍵是要把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
，身段也就靈活了，澳門發展的戲也就好演、好看
了。當前的一個重點是要支持澳門特區政府充分利
用中央出台的惠澳政策，努力拓展發展空間，破解
發展難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和可持續發展，把澳
門發展大戲唱好唱響。

「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試驗，需要在實踐
中不斷前進，澳門在有些方面發揮了表率作用，特
別值得肯定的是，你們率先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走在了前列。去年年
底，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到京述職的崔世安行政長官
的時候指出，澳門在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這
既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各界的肯定，也
是鞭策，希望大家深刻領會習近平主席講話精神，
再接再厲，再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配套的制度，健
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深入開展國民教育等方面
先行先試，大膽地探索經驗，為推進 「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行穩致遠再立新功。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中央一直十分重視和關心
澳門的發展，中央支持澳門特區編製85平方公里水
域的整體規劃，加強海洋管理的利用保護，推動海
洋經濟發展。中央支持兩地居民進一步密切往來，
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優化內地居民的簽註政策等等。
凡是有利於澳門發展，中央能做到的，一定都會全
力以赴地支持。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
力支持下，在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帶領下
，廣大澳門同胞一定能夠齊心協力，抓住機遇，開
拓創新，續寫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更加精彩的澳
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
、更大的貢獻，謝謝大家！

（註：本文根據現場記錄摘編，標題由編者所
加。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全媒體記者朱晉科、歐
陽文倩、劉舒婷整理。）

張德江讚澳門一國兩制表率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始終堅
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牢固
把握 「一國」 是 「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澳人治澳」 、中

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這三個
核心要素，認真宣傳基本法
，嚴格遵守基本法，基本法
在澳門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成為澳門居民共同的行為
準則。這是澳門成功的制度
和法律基礎。

愛國愛澳社團在澳門社會政治
生活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愛國愛澳力量內部要講團結，要
講大局，要看長遠，構建互利共生
的愛國愛澳大格局。同時愛國愛澳
社團也要因應社會變化和社會所需

，切實加強代表性、
先進性和群眾性建設
，廣泛團結新型社會
力量，不斷擴大愛國
愛澳政治光譜，畫出
最大的同心圓，團結
的人愈多愈好。

「一國兩制」 是一項開創性試驗，
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前進，澳
門在有些方面發揮了表率作
用，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你
們率先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走在了前列。

▲張德江昨日與澳門社會各界人
士代表座談，並發表重要講話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張德江指出，澳門成功的基本經驗，在於堅持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