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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记者霍
小光 李寒芳 张雅诗）19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专程前往位于澳门路环
的石排湾公屋，亲切看望澳门普通市民
家庭，实地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特别行政区
政府制定实施了“居有其所，安居乐
业”的公共房屋政策。石排湾公屋是
澳门最大的公共房屋项目，建有9000
多套住宅。

在石排湾公屋项目的沙盘前，习近
平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情况，详细询问
房屋建筑布局、周边配套设施建设和公
屋申请条件等。随后，他来到乐群楼5
座，走进位于20层的居民谭玉娥家中。
见到习主席来了，谭玉娥一家十分激
动，热情向主席问好。习近平微笑着回
应，同一家人亲切握手。

整洁温馨的客厅里，习近平同他们
全家坐在一起拉起家常。屋里暖意融
融，笑语阵阵。“家里几口人？”“做什么
工作？”“全家收入有多少？”“小孩子上
几年级了？”“住房开支有多少？”习近平
详细了解谭玉娥一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特别是居住条件改善的情况。谭玉娥
告诉习主席，她在建筑材料公司从事文
员工作，丈夫是建筑工地工人，3个女儿
正在上学，都很用功上进。他们搬入新
居8个多月，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表
示，看到你们家的布置，听了你们的介
绍，我感到你们是温馨和睦、相亲相爱
的一家子。你们全家乐观向上，对生活
满怀憧憬，我为你们感到高兴。希望你

们夫妇努力工作、孩子们勤奋学习，为
把澳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从谭玉娥家出来，习近平又走进物
流工人梁志华家。主人热情把远道而
来的贵客请进屋。习近平亲切询问夫

妻俩的工作、社会保障、住房、日常开支
等情况，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听了主
人介绍后，习近平称赞他们是和和美美

的三口之家，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早日
成才，挑起家庭的大梁。他对在场的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说，相信新
一届特区政府一定会不断提高施政能
力，努力解决民生问题，让每一个澳门
居民实实在在分享特区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

在离开公屋时，闻讯赶来的市民们
争相向习近平问好。习近平热情同大
家握手，祝愿居民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
节高，日子越过越红火。石排湾公屋沉
浸在欢乐的氛围里。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杨
洁篪、张庆黎等参加活动。

当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在崔世安夫人霍慧芬陪同下，来到澳门
妇联学校幼稚园参观看望。在课堂上，
彭丽媛观看了孩子们演唱歌曲《七子之
歌》。当童谣《找朋友》的乐曲响起时，
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围成一个圆圈，邀
请彭丽媛加入。彭丽媛愉快来到孩子
们中间。“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
朋友！”现场一片欢腾。

随后，彭丽媛来到课室，观看孩子
们用平板电脑学习算术题。当屏幕上
显示了一个个正确答案时，彭丽媛连连
称赞。

在礼堂，彭丽媛参观了儿童们参与
律动、平衡训练等体能活动，为孩子们
鼓掌加油。参观结束时，孩子们喊着

“阿姨再见”，依依不舍同彭丽媛挥手告
别，彭丽媛向孩子们挥手说，小朋友们
再见，欢迎你们到北京来玩。

声声问候总关情
——习近平看望澳门民众

■ 人民日报社论

时光之手又翻至 12 月 20 日，这个
属于中华儿女的光辉日子。

15年前的今天，中国政府庄严宣告
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澳门从此迈进历
史发展的新纪元。15年来，在中央政府
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在澳门特区政
府的引领下，广大澳门同胞发挥爱国爱
澳光荣传统，团结奋斗、务实进取，使得

“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顺利实施，经
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澳
门这座历史悠久的商埠名城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澳门回归祖国 15 年，是“一国两
制”方针和基本法成功实践的 15 年。
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
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始终把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作为中央对澳门实
行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特别行政
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广
大澳门同胞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爱澳情

怀，以崭新的面貌投身“一国两制”伟大
实践，努力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一国
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在澳门的成功实
践，为澳门发展谱写出崭新篇章，为国
家发展增添了绚丽光彩。

澳门回归祖国 15 年，是澳门与内
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 15 年。广大
澳门同胞积极参与管理澳门各项事务，
积极参与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始终关心澳
门的发展和进步，实施了内地与澳门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积极促进粤澳
合作和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批准
了港珠澳大桥建设和横琴岛开发规
划。国家“十二五”规划港澳部分首次
独立成章，从国家整体战略的高度，为
澳门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
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国家好，澳门才会好；澳门好，国家
会更好。回归以来，澳门不仅从祖国内
地快速发展中获得了源源不竭的发展
动力和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也为国家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15年“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
践有力证明：“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其强大

生命力日益彰显；广大澳门同胞完全有
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建设好、
发展好澳门；伟大祖国始终是澳门的坚
强后盾，祖国日益昌盛为澳门繁荣发展
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15年非凡历程得出启示：保持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
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方针，严格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办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
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
共济促进和谐。

面向未来，澳门将致力实现安居乐
业、生态优化、下一代有更良好成长环
境的目标，成就澳门居民向往美好生活
的愿望；面向未来，特区政府和澳门同
胞须居安思危、谋划长远，共同推动澳
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依法治澳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是澳门与祖国共
同发展繁荣的事业。我们坚信，有伟大
祖国作坚强后盾，有澳门同胞同心协
力，澳门一定能够开创更加美好的明
天，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谱写新的
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一国两制”事业具有强大生命力
——祝贺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记者
霍小光 李寒芳）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
下午在澳门会见前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
祖国15周年活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梁振英。

习近平表示，这一段时间以来，你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警队恪尽职
守、勇于担当，使得香港当前形势有所
好转，中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
充分信任和高度肯定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制发展必须符合香港实际，必

须遵循“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继
续依法妥善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
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你和特别行政区
政府工作。

梁振英感谢习近平的肯定鼓励和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支持。他表
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团结一致，
尽心竭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依法推进
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

习近平会见梁振英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记者
霍小光 赵卫）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中
午在澳门会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

习近平对崔世安表示，你上任5年
来，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努力工作，澳门
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新发展，中央对此是充
分肯定的。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
班子即将履新，中央对新一届班子寄予
厚望。你要团结带领整个团队，准确把
握中央对澳门工作的方针政策，通盘谋
划好工作，起好步，开好局。

习近平指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你
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对你提出的

请求中央支持的事项也高度重视，已决
定启动明确澳门特别行政区习惯水域管
理范围相关工作，决定向澳门赠送一对
大熊猫，希望它们在澳门健康成长，给澳
门同胞带来欢乐。

当天下午，习近平在崔世安陪同下，
会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立法、
司法机关负责人。

习近平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澳门和国
家发展，积极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
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澳门同内地交流
合作和人员往来，一如既往为国家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特别行政区长期
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会见崔世安

1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澳门，出席将于20日举行的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是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向欢迎人群致意。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
部网站19日推出党纪法规库供公众查询。

登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可以看到，党纪法规
库分为“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两个子
栏目。其中，“党内法规制度”又分为党章、准则、条
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七类以及其他规范性、解
释答复等；“国家法律法规”则重点收录了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司法解释、国际公约和规
范性文件等。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
党纪法规库供公众查询

外交部国防部回应美对台军售

中方坚决反对美向台湾出售武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

者朱佳妮、白洁）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事关
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向台
湾出售武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并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据报道，美国国会有关授权美总统
向台湾出售“佩里级”导弹护卫舰议案
已经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法。

秦刚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
心利益，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
敏感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售台
武器，这一立场是坚定、明确和一贯
的。他说，该法案严重违反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精神，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
安全利益，与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趋势背道而驰。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已在北京和华盛顿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采取进一
步行动的权利。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美国
国会有关授权美总统售台4艘“佩里
级”导弹护卫舰的议案18日已经奥巴
马总统签署成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耿雁生19日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美方上述行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
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违
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

七”公报精神，与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趋势背道而驰，与当前中美两军关
系良好发展势头背道而驰。中方坚决
反对美售台武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耿雁生说，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
系正面临重要发展机遇。美方应与中
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动双边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中方强烈敦促美方尊
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恪守在
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停
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损害
和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大局。
中方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视情做出进
一步反应。

12月19日，参加拉萨至林芝铁路的施工人
员在西藏自治区桑日县举行誓师仪式，标志着拉
林铁路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据了解，新建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位于西
藏自治区东南部，线路起点自拉萨起，经贡嘎、扎
囊、乃东、桑日、加查、朗县、米林至林芝，新线全长
402公里。

拉林铁路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川藏铁路和
滇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区与川渝黔、华
中、华东等地客货交流的主要通道。这一铁路建
成后，对于完善西藏铁路网结构，促进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这是12月18日拍摄的开远市大庄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区。
2013年以来，云南省开远市在大庄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区试点“智慧农业”，将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贯穿于农业生产、存储、加工、运输、销售等环
节，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有效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据开远市规划，目前600亩的示范区将在2016年扩展
至2600亩，助力当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新华社发

云南开远试点“智慧农业”

拉萨至林芝铁路开工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9日电 （记
者梁书斌）19日上午9时，黑龙江省伊
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对我国首例重大
飞行事故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齐
全军犯重大飞行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

伊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0年8月24日，被告人齐全军担任
机长执行河南航空E190机型哈尔滨至
伊春VD8387客运航班任务，朱建洲
（事故中死亡）担任副驾驶，二人均为首

次执行伊春林都机场飞行任务。20时
51分，飞机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
飞，被告人齐全军作为客运航班当班机
长，违反航空运输管理有关规定，违规
操纵飞机实施进近并着陆，致使飞机于
21时38分坠毁。事故发生后，被告人
齐全军未履行机长职责擅自撤离飞
机。机上幸存人员分别通过飞机左后
舱门、驾驶舱左侧滑动窗和机身壁板的
两处裂口逃生。

法院认为，被告人齐全军作为客运

航班当班机长，违反航空运输管理有关
规定，违规操纵飞机实施进近并着陆，
致使飞机坠毁，造成机上44人死亡、5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0891万
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重大飞行
事故罪。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
规定，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
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齐全军在法庭上表示，尚未
确定是否上诉。

我国首例重大飞行事故案宣判

“伊春空难”飞行员被判三年徒刑

据新华社沈阳12月19日专电（记者王莹、
彭卓）19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沈阳音乐学院
1名教师和5名学生涉嫌吸毒、贩毒。目前涉毒者
已被警方依法控制。

记者从沈阳音乐学院了解到，涉毒教师李某
为该校艺术学院戏剧影视表演系女教师，负责形
体教学。此外，该校还有5名“90后”大学生被查
涉毒。6人已于12月12日被公安部门带走调查。

公安部门表示，两名学生在校外吸食毒品时，
被警方抓获，并供出另外3名涉毒同学。据了解，5
名学生中既有吸毒者，也有吸毒、贩毒行为并存者。

该案件还在继续调查中。

沈阳音乐学院6名师生涉毒
已被警方依法控制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涂铭、熊琳）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日对原故宫博物院展览
部陈列设计组设计师郑志标因工作矛盾杀害2人案
依法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郑志标死刑，并分别赔
偿两名死者家属丧葬费、交通费各3万余元。

公诉机关起诉说，郑志标因工作矛盾，对故宫
博物院展览部原主任胡某、现主任马某心怀不满，
遂起意杀人。2013年10月25日11时，郑志标先
后在故宫博物院南三所的男厕所和食堂内，持刀
猛刺胡某颈部及躯干部数刀，猛刺马某躯干部数
刀，致二人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院认为，郑志标因工作问题与被害人发生
纠纷，起意杀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
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据此应当依照刑法故意杀
人罪予以严惩。法院依法判决郑志标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郑志标死刑，并分别赔偿两名死者家属丧
葬费、交通费各3万余元。

故宫博物院原设计师
因杀害2人被判死刑

新华社济南12月19日专电（记者滕军伟）
记者19日从当地公安机关获悉，18日20时30分许，
一艘舢板船在山东荣成市石岛新港附近倾覆，船上
22人落水。截至13时10分，已有5人获救，3人死
亡，另有14人失踪。目前各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该船涉嫌组织他人偷
渡，案件正在侦破之中。

山东荣成附近
一疑似偷渡舢板船倾覆
3人死亡14人失踪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专电（记者涂铭、
熊琳）备受关注的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肖绍祥职
务犯罪案1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宣判，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数罪并罚判处肖绍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截至2013年3月2日案发前，肖绍祥个人财
产、支付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部分折合800余
万，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法院经审理认为，肖绍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
罪，且数额特别巨大；肖绍祥还利用职务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亦已构成受
贿罪；肖绍祥财产、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
特别巨大，且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又已构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动物园里冒出大贪官

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
肖绍祥被判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