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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一誠指澳門繁榮穩定在於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

推動多元發展 參與灣區建設
【香港商報訊】澳門特區候任行政長官
賀一誠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回
歸祖國 20 年來，澳門實現繁榮穩定的一大
根本保障在於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今後，他將繼續團結澳門社
會各界，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在澳門行
穩致遠，將澳門建設得更加繁榮美好。此
外，賀一誠亦就如何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扎實做好民生工作、參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推進愛國愛澳教育等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堅守愛國愛澳核心價值

徹落實好 「一國兩制」，他相信 「一國兩制」未來在
澳門必將繼續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

賀一誠表示，回歸祖國後，澳門經濟一改頹勢，本
地生產總值（GDP）由回歸之初的 519 億澳門元增加
到 2018 年 的 4447 億 澳 門 元 。 談 及 澳 門 的 「一 國 兩
制」經驗，賀一誠說，一個關鍵因素是在何厚鏵、崔
世安兩位行政長官的帶領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不
斷落實好中央政府對澳門提出的各項要求： 「得益於
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澳門保持了
和諧穩定。這為經濟快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創造了
良好的社會氛圍。」
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已深入到各階段
的教育中。賀一誠表示，澳門教育界人士提出本地應
當設立一個愛國愛澳教育基地，以便於青年能夠更好
地認識到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逐漸走向富強的過程。賀
一誠續指，雖然澳門社會團體眾多、社會結構多元，
不過各界有共同目標，就是一定要建設好澳門、貫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
澳門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博彩業所佔比重較大。近
年來，中央和澳門特區政府持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可
持續發展。賀一誠指出，博彩業給澳門帶來了很大的
稅收收入，對醫療、教育、養老等福利事業發揮支
撐作用，其他行業暫時沒有辦法立刻取代博彩業。澳
門將繼續推動博彩業健康發展。談及澳門居民普遍關
心的住房問題，賀一誠表示，一段時間以來，澳門實
施了一定規模的填海造陸工程，新一屆特區政府計劃
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持續增加住房供應，回應民生訴
求。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今年初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澳

澳門候任行政長官賀一誠接受採訪時表示，會繼續團結社會各界推進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新華社
門列為粵港澳大灣區 4 個中心城市之一，將發揮核心
引擎作用，賀一誠認為澳門要把握好 「一個中心、一
個平台、一個基地」的定位，積極融入國家大局。賀
一誠表示，這一規劃綱要讓澳門進一步認清了自身定

王振民：只談兩制非「一國兩制」全貌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及內地年輕
學者組成的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昨日舉辦了 「香
港再出發」研究會，各大學者分別討論 「香港如何再
出發」及 「區議會選舉後的政局前瞻」。清華大學國
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振民致辭時指出，香港政府在「一
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權，但若只談兩制而不談「一
國」
，這只見到當中的一部分，不能見其全貌。

鄒平學：中央對一國兩制有信心
王振民表示， 「一國兩制」不只是實現國家統一後
的基本國策，全世界可以透過香港向內地交往及做生
意，制度既是中國品牌，也是國際品牌，所以一定要
好好經營。他表示，在 「一國兩制」下政府享有非常
特 殊 的 高 度 自 治權 ，但如果只談兩制而不談 「一
國」，這只見到當中的一部分，不能見其全貌，希望
可以讓世界了解 「一國兩制」的全部。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平學表示，反
修例事件持續半年，但中央仍推出很多粵港便利政
策，這反映中央應對 「一國兩制」抱有信心。他相
信，香港今天發生的問題仍是有信心解決，香港社會
上仍有人是理性的，香港未來還是光明。
前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指，區議會選後更多市民想
對話，但對話並非是辯論，不是要說服別人，而是大
家要坐下談談。她又認為，大眾須認識內地歷史或政
治，但香港人現時迴避 「一國」，希望是機會讓大眾
了解到 「
一國兩制」。

田飛龍：中央政策保障港地位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田飛龍認為， 「一國兩

制」的繁榮穩定及長期發展，與中國
融入世界主流體系及中美關係結構性
合體是相關的，沒有這個國內政治及
國際政治的前提條件下，相信 「一國
兩制」很難實現。他認為，如果兩制
不能理解 「一國」的戰略變遷，那香
港的地位及發展將找不到一個正確方
向，如沒有中央政府政策的保障，那
香港很可能被周邊品牌快速超越。他
又指，香港這品牌仍能維持，是因仍
然有賴國家對 「
一國兩制」的支持。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主席何建宗指，
一國兩制應是 「兩制異於國家，但益
於國家」，認為反對派不斷挑戰國家
後排左起：林至穎、狄志遠、陸恭蕙、王振民、何建宗以及前排左
底線，以致國家推出《一國兩制白皮 起：田飛龍、甘文鋒、黃梓謙、黃芷淵等一眾嘉賓上台發言。
書》來回應，反對派行為造成惡性循
記者 崔俊良攝
環。
舉後的方向，他指今次選民不單只是看重地區工作，
他認為香港現時亂局是前所未有的，認為大眾眼見
所以建制派需要思考未來地區工作路向，亦要學習如
的亂很易平復，但心中的亂則很難平復，難以解決政
何監察區議會的運作。
治議題走進人際關係的問題。他指，現時要從政治、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主席林至穎指，政治人才需要
法治及道德方面解決，透過對話解決政治問題，暴力
時間培訓，擔心區議會結果會影響建制派未來人才的
問題由法律解決，而傷害不同己見的問題應由道德感
梯隊及儲備，落選的候選人何去何從。他亦擔心大灣
化停止。
區的發展，指本港要配合大灣區發展，但選舉結果影
新書冀外國更了解多角度觀點
響了香港推動有關政策，相信政府會遇到很大阻力。
同日，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推出新書《兩制之辯》中
新民黨中央委員甘文鋒坦言，今次區議會選舉義工
英文版本，組織希望書本可以將 「
一國兩制」，將本
人數下跌，由以往 50 個跌至只有 20 個義工助選，而
地及內地學者的聲音走出香港，讓更多其他觀點及聲
社會對暴力的理解不同，他的辦事處曾被人破壞，擔
音可以讓外國人知道。
心來年立法會選舉工作也受到影響。對於建制派在選

港青書法大賽頒獎禮圓滿落幕

書法大獎賽得獎者即席示範書法。 記者 崔俊良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第三屆香港青
少年書法大獎賽頒獎典禮昨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
全國政協委員姜在忠、康文署署長劉明光及得獎學

生等 200 人出席頒獎典禮。最終 100 多幅優秀書法作
品獲獎，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的歐陽百峻及五
邑鄒振猷學校的黃熙淵，分別贏得毛筆組及硬筆組
特等獎。

的書法，實在難能可貴。他認為，作品展現出中國
文字之美，令人看到香港文化的未來。

參賽學校數目創新高

獲得毛筆組特等獎的歐陽百峻指，自 7 歲時便學習
書法，很喜歡練習毛筆字時內心平靜及思路清晰的
感覺。他又表示，這是他第三次參加書法大獎賽，
獲獎作品是《慶祝國慶 70 周年詩詞》，希望下次也
能取得好成績。
頒獎典禮現場展示毛筆組及硬筆組特等獎、一等
獎及二等獎等 100 多幅優秀作品外，數十名小學生在
書法名家傾囊相授下，進行筆會，學生在書法家指
導下敏而好學。

姜在忠致辭時表示，今年書法大賽參賽學校數目
創新高，一共收到全港 187 所中小學，逾 2000 份書法
作品，作品覆蓋全港 18 區。他又指，參賽作品水平
高且內容豐富，體現出青少年扎實的文化素養及對
祖國傳統文化的了解。
康文署署長劉明光稱讚，參賽者年紀小小已能落
筆有神，在這個電子網絡盛行的年代仍寫出高水平

書法名家傾囊相授

安徽包河：推行 「大共治」
隨着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治理作出新決策與新
部署，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開啟新征程。市域何
為？在巢湖之濱，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給出一套解
決方案：全面推行 「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網絡
化」的 「
大共治」創新實踐。
12 月 3 日，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會議在
北京召開。與此同時，包河正在全區範圍內推行
「大共治」：濱湖世紀社區堅持以黨建創新引領社
區治理集成創新，從 「有求必應」轉向 「一呼百
應」；方興社區強化 「品質基於建、成於管」的理
念，推動智慧社區建設；蕪湖路街道則依託警民聯
調室，探索人民調解新路，推行協商共治，努力下
好基層治理 「
一盤棋」。
近年來，包河區聚焦目前城市管理和社會治理中

存在的 「條塊分割、職責不明」、信息壁壘、處置
效率低等共性難題，以 「平台匯集大數據、綜合執
法大聯動、網格治理大整合」為思路，推動治理重
心下移，積極探索具有包河特色的社會治理新路。

三「變」彰顯改革創新特色
其間，包河區認真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社會治
理 的 新 理 念 新 思 想 ， 學 習 借 鑒 上 海 「網 格 化 管
理」、北京 「街道吹哨、部門報道」、杭州新時代
「楓橋經驗」等社會治理模式，積極探索片區管理
和社會治理創新，形成了合肥高鐵南站的 「綜合管
理」、方興社區的 「
大綜管」等經驗。
在此基礎上，包河區委區政府以 「共建共治共
享」和 「智慧城市治理」理念加強頂層設計，從少

位和發展機遇，對澳門未來進一步發展起到強大的促
進作用， 「大灣區內城市之間絕非零和博弈，而是彼
此優勢互補，共同將大灣區建設成創新能力突出、要
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

港美商會兩高層
入境澳門被拒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據路透社報
道，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葛理福﹙Robert Grieves﹚、
會 長 早 泰 娜 （Tara Joseph） 據 報 日 前 被 拒 入 境 澳
門，並遭入境人員扣查 2 小時。澳門保安司司長黃
少澤昨日表示，他通過媒體報道才得悉事件，但不
會對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據澳門新聞局發稿指，黃少澤昨日出席活動後表
示，就有鄰近地區外國商會負責人被拒入境一事，
他是通過媒體報道才得悉事件，但不會對個別個案
作出評論。他重申，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身的出
入境政策，澳門根據《內部保安綱要法》，警方有
義務有責任去確保澳門安全，口岸控制方面亦是同
一原則。
黃少澤強調，執行上述法律規定時，入境人員的
身份及職業並不在考慮範圍，安全風險及安全威脅
才是唯一考量，對這個法規的執行，從來都是具體
個案具體分析。他又指，新一屆政府在保安範疇方
面，首先是工作的延續，尤其以維護社會治安穩定
為首位。
香港美國商會對兩人被拒進入澳門感到困惑，強
調商會一向支持大灣區發展，希望今次事件只是對
近期事件的過度反應。

灣區教育論壇
港 50 中小學教師參加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2019 年粵港澳
大灣區 STEM 教育論壇昨日於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
舉行。活動旨在透過論壇交流與科技創新教育相關
的議題，匯集粵港澳三地的學者及中小學校長老師
一同取長補短，加強合作交流。香港方面吸引了 50
名中小學校長老師出席，參加論壇及參觀華為小
鎮，了解最新的科創技術。
活動由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香港嶺南大學 STEAM 教育及研究中心、廣東
省教育研究院以及澳門中華教育會聯合主辦。來自
香港、澳門的 70 位專家學者、中小學校長和教師代
表與來自廣東省的教育行政部門、教育科研機構、
學校、企業代表等近 350 人匯聚一堂，展開熱烈交流
研討。
論壇邀請了廣東省教育研究院院長湯貞敏，東莞
市教育局局長梁鳳鳴，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副主席黃錦良以及澳門中華
教育會副理事長陳志峰作開場致辭。

試水社會治理現代化

數片區擴展到城區整體、從手工操作轉變為大數據
深度運用，推行了 「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網絡
化」的城區 「
大共治」創新實踐。
作為一項全新的改革工程， 「大共治」新在何
處？其特點主要表現為三個 「變」：構建 「平台
匯」，變 「碎片化」為一體化；運作 「大聯動」，
變條塊分割為有機融合；夯實 「網格治」，變粗放
管理為扎根基層精細治理。
包河區利用大數據，系統整合業務流、工作流、信
息流，以區級平台為中心，街鎮平台為樞紐，居村工
作站、網格員手持 PDA、微信公眾號等為基點，融合
GIS、圖像監控技術和大數據分析研判系統，建立大共
治一體化信息平台。該平台集聚五項功能，包括數據
集成、即時監測、閉環處置、指揮協同與多元應用。

居民安全感滿意度持續攀升
按照屬地管理、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原則，包
河區推行街鎮（大社區）綜合執法體制改革 「三到
位」，即人員下沉到位、職責明晰到位與執法聯動
到位。此外，該區提出大共治基礎網格的概念，將
組建標注鎖定 「五個一」，即一張網格、一個清
單、一支隊伍、一套機制與一把尺子。
創新務實，合力共治。如今，包河區逐步形成 70%
問題靠服務解決、20%問題靠管理解決、10%問題靠
綜合執法解決的 「
721」基層治理新格局。在今年上
半年，全省群眾安全感和政法滿意度調查中，包河
全區群眾安全感名次上升 20 位，政法滿意度調查結
果上升到全省第 3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