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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4 日胜利闭
幕。香港、澳门和台湾主要媒体25日纷纷
予以大篇幅报道，各界人士给予高度关注
和积极评价。

香港《文汇报》社评认为，中共十九大
报告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
史性变革，提出了重大政治论断，深刻回答
了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作出了全面部署。

香港《大公报》社评认为，十九大的成
功召开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指明了方向，这
一方向就是中共的领导地位决不动摇、社
会主义道路决不改变，就是本世纪中叶建
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向决
不会改变。

《澳门日报》社论认为，十九大报告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大成、新飞跃，开辟
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中共在中国跨入新
时代的政治宣言。

十九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香港资深评论员纪硕鸣认为，十九大
确立的新指导思想是中共执政理论的升
级，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将对香
港的繁荣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
卢文端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制定基本方略与发展蓝图，是
国家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的行动指南。

香港工商专业协进会会长詹美清认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共理论创新成果的概
括，就中国发展作出清晰周密的战略规划，
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和平共赢发展，都有
重大深远的意义。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永远名誉会长屠海
鸣表示，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大党需要新
思想引领方向，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需
要新思想凝聚共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需
要新思想汇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礡力量。

港澳舆论和各界人士还普遍认为，中
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港澳须抓紧机
遇、奋发有为，才能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
荣光。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理事长蔡毅表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香港
能找到更大发展空间，在国家发展进程中
既是贡献者，又是得益者。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张学修表
示，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香港都应积极有效参与。

《香港商报》时评认为，十九大标志国
家迈向新征程，香港迎来新机遇。对香港
来说，意味着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新红
利。港人唯有奋发作为，共担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才能抓住机遇，搭
上国家发展快车，共享祖国荣光。

十九大报告关于坚持“一国两制”的论
述赢得港澳社会高度认同。香港中华能源
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何志平表
示，报告提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
使“一国两制”的效果最大限度发挥出来。

《新华澳报》社论认为，澳门社会应认
真领悟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方略，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发展的利益。
中共十九大开幕以来，台湾媒体持续

报道，社会各界持续关注。
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庞建国认为，

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将带领执政团队
实现规划好的发展蓝图，可以确信大陆将
在团结稳定局面下，以稳健的步伐向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台北大学副教授郑又平表示，中共十
九大展现出清楚目标和路线图，这是中国
在新的历史定位上迈向未来、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会议。

台湾民生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张穆庭表
示，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5日出版的台湾主要报刊均大篇幅报
道了中共十九大闭幕的消息。《中国时报》
社论指出，在两岸关系困局中，台当局领导
人多次声称希望中共十九大后两岸关系能
有所突破，如今十九大已闭幕，大陆对台政
策的底线与善意也已清晰表达，该是台当
局领导人回应的时候了。

（记者 颜昊 周雪婷 王晨曦 郭鑫 陈
君 张钟凯 刘刚）

新华社北京10月 25日电 10月
25日，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
富仲，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国家主席本扬，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金正恩发来贺电或贺函，热烈祝
贺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阮富仲在贺函中说：“值此您再次当
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际，
我谨代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
个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衷
心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取得圆满成功，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我相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完成
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早日胜利达成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而把
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贺函说：“我们高度评价您个人对于
越南的美好感情、友善态度以及为越中
关系作出的建设性重大贡献。衷心希望
同您一道，继续推进越中传统友谊和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好发展，这
符合两国人民利益，有利于本地区乃至
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本扬在贺函中说：“在您当选新一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际，我
谨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并以
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致以同志和兄弟
般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

贺函说：“您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
上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人，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您的
充分信任。您拥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
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党和兄弟的中
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国家事业中取得了
卓越成就。”

贺函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领导中国各项事
业不断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年
来，中国政治稳定、国防日益强大、经济
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
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地区性的合作机
制正在形成，老挝和中国的务实合作不
断推进。

贺函说：“我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领导下，在中共十九大精神指
引下，兄弟的中国人民将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国际和
地区和平、合作、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并作
出积极贡献。”

贺函最后祝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
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长期稳定的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好邻居、好朋友、
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下不断发展、
开花结果。

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说：“我谨
代表古巴共产党热烈祝贺您再次当选中
共中央总书记。借此机会，我祝您在这
一重要岗位上取得新的成就。我谨重

申，我们愿进一步加强古中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兄弟般的关
系。顺致兄弟般的问候。”

金正恩在贺电中说：“我谨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取
得圆满成功，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就任党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致以衷心祝贺。”

贺电说，当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
导下，踏上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

贺电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各项工作任
务，祝愿您在领导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

贺电最后说：“我坚信，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将会朝着符合两国人民
利益的方向不断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一些国家
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
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在贺函中说，在您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在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
高人民福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祝愿友
好的中国繁荣发展。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总理梅德
韦杰夫在贺电中说，谨代表俄罗斯统一俄
罗斯党并以我个人名义，祝贺您当选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深信，中共
十九大决议的贯彻落实，将推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一步繁荣发展。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在
贺函中说，阁下的再次当选充分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和所有中国人民对
阁下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杜
特尔特在贺函中说，在阁下和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经济强
国和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
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
和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促进
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和稳定作出更大
贡献。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贺电中说，在
以您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
确立了一系列发展目标。祝愿您和友好的
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主席、总统比亚
在贺函中说，欣悉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
书记，我谨代表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体
党员，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并祝愿您在新的任期里取得更大执
政成就。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在
贺函中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您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都取得
了卓越成就。阁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促进地区合
作的重要力量。

巴勒斯坦国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总
统阿巴斯在贺函中说，您的成功当选，体
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您的英明
领导的高度信任。这将有助于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迈向世界最前列，也将造
福全人类。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
贺函中说，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持续
实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深思熟虑的改
革战略，致力于国家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在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亚美尼亚共和党主席、总统萨尔基相
在贺函中说，我坚信，在您的新任期内，中
国共产党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推动中国
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不
断提升。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席、总
统莫拉莱斯在贺函中说，我们坚信，在您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得到更好
的维护和巩固，连结我们两国的传统纽带
将更加牢固。

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在贺函中说，在
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国家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将更
加富足安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定会实现。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在贺函中说，欣
闻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谨代
表几内亚比绍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阁
下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祝愿中国人民永
远幸福安康。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主席、
政府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贺函中说，阁
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十九大
通过的决议，必将极大推动世界的繁荣
和稳定。

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在贺函中说，您
的连任将为中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带来新的推动力。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在贺函中说，希望
未来与您共同加强卢森堡及欧洲与中国的
合作。我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这一重大事
件，坚信十九大重要成果将对中国具有战
略意义。

日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安倍晋三在贺
函中说，我谨代表日本自由民主党，对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及
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衷心祝
贺。

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
吉亚”党主席、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在贺函
中说，您的当选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对您卓越领导能力的高度认可和信
任。我们将共同推动格中伙伴关系进一步
发展。

萨摩亚人权保护党领袖、政府总理图
伊拉埃帕在贺函中说，我谨对您再次当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表示热烈祝
贺，衷心祝愿您领导中国继续取得更加辉
煌的成就。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众议长德
拉格内亚在贺函中说，祝您在履行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一重要职责中取
得更大成就。

捷克捷摩共主席、副众议长菲利普在
贺函中说，我们坚信，在您担任新一届中
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国共产党将继续
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并为国际社会
的稳定及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党主席、
内政国务部长巴祖姆在贺函中说，相信在
阁下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征程上必将不断取得新进展。

新西兰工党主席霍沃思在贺函中
说，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您领导中国经
济社会取得发展，成功应对挑战，作出了

伟大的贡献，我向您表示热烈祝贺和由
衷敬佩。

摩尔多瓦民主党主席普拉霍特纽克在
贺函中说，我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和
中国共产党将取得进一步快速发展，您所
倡导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一系列理念
将造福中国人民。

拉脱维亚绿色农民联盟主席克拉乌泽
在贺函中说，我们坚信，在您的引领下，拉
中友好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继续造福两国
人民。

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卢森堡议
长巴托洛梅奥；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政
府第一副总理达契奇；毛里塔尼亚国民
议会第一副议长哈尔希；乌克兰波罗申
科联盟“团结”党秘书长萨夫拉索夫；哈
萨克斯坦“光明道路”民主党主席佩鲁阿
舍夫；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中央委员
会书记阿赫梅特别科夫；巴勒斯坦法塔
赫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与中国事务部
部长扎基；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中
央委员会主席马萨利耶夫；伊拉克伊斯
兰党总书记伊亚德；叙利亚统一叙利亚
共产党总书记尼穆尔；尼日尔爱国运动
主席、政府外交部长雅各布；埃及祖国未
来党主席艾什拉夫；亚美尼亚联合进步
共产党主席萨法良；毛里塔尼亚进步力
量联盟主席穆卢德；吉布提争取进步人
民联盟总书记伊利亚斯；意大利民主党
全国书记、前总理伦齐；塞尔维亚社会主
义者运动党主席武林；拉脱维亚“和谐”
社会民主党主席乌沙科夫斯；乌克兰祖
国党主席季莫申科；法国共产党全国书
记洛朗；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尼诺娃；罗
马尼亚国家自由党主席奥尔班；欧洲保
守与改革联盟主席扎赫拉迪尔；欧洲议
会左翼联盟党团主席齐默尔；联合国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巴
尔塞纳；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英国保守
党前领袖、前首相卡梅伦；法国前总统奥
朗德；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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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港澳台舆论及各界人士
积极评价十九大重大意义和影响

■ 新华社评论员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
为。”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
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示使命
担当、明确工作坐标，鼓舞和动员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业绩、书写新辉
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向前，中
国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带领 13 亿多中
国人民奋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上。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作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
重大判断，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了新时代的
新目标新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
家事业的前进方向。以党的十九大为
新起点，我们迈进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未来 5 年，
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要开篇。一些重要时间节
点，清晰标示出工作坐标，激荡起波澜
壮阔的奋斗新征程。

2018 年 ，我 们 将 迎 来 改 革 开 放
40 周年；2019 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2020 年，我们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我们
将 迎 来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
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每一天都
在创造历史。前景无比光明，责任
重于泰山。拿出担当，拿出勇气，拿
出干劲，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
的业绩，奋力把民族复兴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 关 键 一 招 。”40 年 的 改 革 开 放 历
程，雄辩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
思主义。“变通革弊，与时代宜之。”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继续高举改革
开放的旗帜，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
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为中国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为复兴
伟业注入不竭动力。

“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
化，人民对美好生活有新期待。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
我们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
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
人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政之所
兴在顺民心”，只要我们党深深扎根
人 民 、紧 紧 依 靠 人 民 、不 断 造 福 人
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战胜一
切挑战和风险。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

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
有大的样子，就要有大的作为。96
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我们党能够
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
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
口气、歇歇脚的念头。继续清除一
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我们党
必将以新气象引领新时代，以全党
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
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
浩荡荡。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已经绘
就，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已经开启。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勇做新时代
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锐意进
取、苦干实干，大踏步走向充满希望
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５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闫子
敏）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5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说，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
肩负新使命、展现新作为、焕发新气象，为创
造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耿爽在回答提问时表示，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
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他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

记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了
顶层设计。他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
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亮明了我们希
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耿爽说，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引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
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同各国同心协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外交部：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将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作出新贡献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