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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刘欢）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1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
政府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
政长官贺一诚。

习近平对贺一诚获中央政府任命
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表
示祝贺。习近平说，长期以来，你秉持
爱国爱澳立场，热心服务澳门社会，在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澳门立法
会主席等多个公职期间尽心尽力，为
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澳门
繁荣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央对此
是充分肯定的。在这次行政长官选举
中，你高票提名、高票当选，充分表明
澳门社会对你是广泛认同的。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澳门回归祖
国20周年。20年来，在何厚铧、崔世

安两位行政长官带领下，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
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传承爱国爱
澳的核心价值观，促进澳门经济快速
增长、民生持续改善、社会稳定和谐，
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
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习近平希望贺一诚胸怀大局、站
高望远，准确把握澳门实际情况和国
家发展战略需要，团结带领澳门特别
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协同奋进，变革创新，认真谋划澳门的
长远发展，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的新篇章！

贺一诚对中央政府任命他为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深感荣

幸，决心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
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维护好宪法和基本法权威，
维护好中央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良好
关系，维护好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维护
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进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行稳致远。
韩正、丁薛祥、杨洁篪、尤权、王

毅、赵克志等参加了会见。

习近平会见贺一诚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双方将本
着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中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说，再过十几天，我们将隆
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这一进程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但无
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

不移、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全面
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实现更
高质量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好
各种风险挑战，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
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一个稳定、开
放、繁荣的中国将始终是世界未来发
展的机遇。

习近平指出，中哈关系是睦邻
友好的典范。中方愿同哈方深化全
方位合作，落实好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
接，加强互联互通，畅通中哈陆海联
运大通道，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扎实推进产能合作，扩大科技创新
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地方交往。
中哈要旗帜鲜明维护多边主义和开
放型世界经济，为推动构建更加公
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积
极贡献。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地
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积极作
用，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新安全观，加大安全合作，合力
打击“三股势力”，携手应对挑战。

托卡耶夫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托卡耶夫表示，
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

辉煌的发展成就，不仅造福了中国人
民，也为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作
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改革开放给哈
萨克斯坦等各国带来机遇。哈方坚
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哈方愿同中方
以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
机，推动哈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哈方
很荣幸6年前您在哈萨克斯坦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倡议，
这对地区乃至世界未来发展都具有
重要意义。哈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
层往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经

贸、基础设施、能源、5G、科技、人文
等领域务实合作。双方应密切在上
海合作组织和亚信框架内沟通协作，
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反
对外来干涉。

会谈后，习近平同托卡耶夫共同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两国元首还见
证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托卡耶夫举行欢迎仪式。
杨洁篪、沈跃跃、王毅、夏宝龙、何立峰
等参加。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发展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1日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总统帕努埃洛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
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密建
交 30 年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
展。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扩大。我

高度重视中密关系发展，愿同帕努
埃洛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
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政治互信，深化
务实合作和友好交流，推动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帕努埃洛在贺电中表示，密中关
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

上。建交30年来，密中关系取得长足
发展。密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一带一路”伟大倡议。衷心祝愿
密中关系在未来更上一层楼。

习近平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互致贺电
庆祝中密建交30周年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
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
第一次排除清单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申铖 韩
洁）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对
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19］2号），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11日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
排除清单，对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
除部分商品，自2019年9月17日起实施。

其中，清单一所列商品，自2019年9月17日
至2020年9月16日，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
施所加征的关税。对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
还，相关进口企业应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6个
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

清单二所列商品，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020年9月16日，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
所加征的关税，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不予退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于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
幕。此前，一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

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226名代
表（实际到会1210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
过普选产生的。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成立了以刘
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4月，各
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各地分别采取无记
名投票、举手、豆选等方式进行选举。毛泽东等于
1953年12月8日晚在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投票
站参加了投票。

这次普选选出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
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工业战线的劳动模
范王崇伦、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李顺达、耄耋老人
齐白石、刚到选举年龄的青年女工郝建秀以及少
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代表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顺利开幕了。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作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大
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
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会议胜利闭幕。这次会议是我国
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以一届人大为标
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正式确立。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
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7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波澜
壮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
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作出了基础性、全局性、先导
性贡献。

更完备
形成体系完善、结构合

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是提高国民
素质、建设人才强国的必然要求。发
展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
的宏伟蓝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新中国教育是在极其落后的基础
上起步的。1949年，我国80%人口是
文盲，高校在校生仅有11.7万人。经
过70年的不懈奋斗，我国已形成了体
系完善、结构合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2018年，我国幼儿园数从1950
年的1799所增加到26.67万所，在园
幼儿数从14万人增长到4656万人；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 0.4%提高到
81.7%，已经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

——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法，全面
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任务，

我国加速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义
务教育普及之路，实现了对世界的庄
严承诺。2018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
学校21.4万所，在校生1.5亿人，义务
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
的平均水平。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发
展，体系结构趋于合理，普及水平不断
提高。2018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1949年的1.1%提高到88.8%，已超过
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977年正式恢复高等教育
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走上健康发展道
路；2018 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
791万人，毛入学率已达48.1%，即将
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

——以就业为导向，中等职业教
育迅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崛起，
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
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服务产
业、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

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8万所，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2.76
亿人，我国教育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
上行列。

更公平
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

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从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赋予普

通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到对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再
到全面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
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
教育公平的模样逐渐清晰：

全国99.8%的义务教育学校（含
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要
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显著改善，许多农村学校成为当地最

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

会积极参与，覆盖从学前至研究生各
个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设
立学生资助项目30余个，困难学生平
等接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

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受益学生达3700多万人，
农村学生营养健康水平得到提升。

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考生的国家
专项、地方专项和高校专项三个专项
招生计划规模，从2012年的1万人增
至2018年的10.38万人，初步形成了
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
的长效机制。贫困地区与农村地区学
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显著扩大。

更优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

1985 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会议确定每年9月10日为
教师节，开启了我国尊师重教新纪
元。35年来，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不断深化，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层
次结构不断优化，为创新人才培养
夯实基础。

各级专任教师从1949年93.4万
人增长到1673.83万人。在学历上，
相比1985年，小学、初中取得本科及
以上学历教师比例分别增加了61.59
个百分点、80.59个百分点。

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为教育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从“有学上”到“上好
学”，是我国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
要标志。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个人中
有 8个是文盲，到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超过 13.3 年，相当于大
学一年级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基
本普及小学教育，到如今即将普及
高等教育……

教育发展的巨变，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
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教育已经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向着教育强国阔
步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
胡浩）

优先发展 奠基未来
——共和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巡礼

根本政治制度确立

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举手通
过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港交所向伦交所提出合并提议
据新华社香港9月11日电（记者李滨彬）香

港交易所11日宣布，其已向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的董事会提议，将港交所与伦交所合并。

港交所表示，与伦交所的建议合并是一个互
利共赢的重大战略机遇，可以打造一个领先的全
球性金融基础设施。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合并后，两家机
构将打通东西两地市场，使二者业务更多元化，能为
客户提供更巨大的创新能力、风险管理和交易机遇。

2019年6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发布特赦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
以特赦。

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序高效工作，
一批符合特赦决定规定的老年人、未
成年人、女性罪犯在我国传统的中秋
佳节前夕被依法释放。他们纷纷表
示，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无比关怀，
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对家庭负责的守法公民。

“当我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时，想
到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时，顿
时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而习主席
颁布的特赦令又给了我重生的希望，感
谢习主席，感谢政府，感谢监狱警官在

炎热的夏天为我奔波取证。”站在法庭
上的刘某宏激动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能够在这样
的节日与家人团圆是我不曾想到的事
情，这个节日我会好好陪陪儿子。”

2018年，刘某宏因赌博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服刑期间，不幸的事
情在这个家庭发生，刘某宏的丈夫在
2018年11月27日去世，留下了仅14
岁的儿子小伟独自一人在亲戚家。“感
谢特赦，让妈妈回家，我不再孤单了。”
小伟说，他会努力学习，将来做有益于
国家的人，回报社会。

2019年9月2日，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宏完全
符合特赦的条件，根据特赦令的相关
规定依法予以特赦。

当天，刘某宏的姐夫也来到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他说，习主席的特
赦令，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女
性的特殊关怀，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
庭重拾往日的温暖。

同样属于特赦决定中第七类罪犯
的张某海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4个月，罚金3万元人民币，刑止
日期为2020年3月29日。

海南省三江监狱刑罚执行科副科
长吴清东告诉记者，特赦对象张某海
在服刑前主动将诈骗犯罪赃款7万元
退给受害人并取得谅解；在三江监狱
服刑期间做到认罪服法，服从民警管
教，遵守各项监规制度，积极参加监狱
组织的各项教育学习和生产劳动，没
有发生违纪违规的行为。

张某海获特赦后的心情非常激动：
“国家越来越强大，社会越来越进步，感
谢国家和政府给我这次机会，早就盼着
回家的一天。最想跟爸爸、妈妈、弟弟、
外婆一起吃一顿中秋团圆饭，我现在特
别想吃妈妈做的鱼。”张某海说，家里已
经买好了月饼等他回家团圆。

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年77岁的
乌尼某某做梦也没有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和家人再次团聚，还是在中秋佳
节到来之际。2016年7月15日，乌尼
某某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年，那种绝望让他一度有了轻
生的念头。

9月3日上午，四川甘孜监狱内，
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庭庭长袁军宣读了对乌尼某某的特

赦裁定。
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

的乌尼某某激动得有些声音发颤。他
告诉记者，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特赦令》，意识到自己符合第六类标
准时，简直不敢相信。“监区干部也为
我感到高兴，家人和乡亲们得知后也
特别的高兴。虽然我犯了罪，国家依
然没有放弃我。”

“感谢习主席、感谢党对高龄、残
疾罪犯的关心，让我叔叔在有生之年
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中秋佳节能够与
家人团圆。我们将以自家这个活生生
的例子来宣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带
头遵纪守法。”紧紧搀扶着老人，乌尼
某某的侄子乌尼乌合眼含热泪。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特赦令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中秋前夕一批特赦对象被依法释放

港澳居民、华侨
持用出入境证件将与
内地居民享受同等便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熊丰）记者
从国家移民管理局组织召开的推动出入境证件便
利化应用部际联席会议上获悉，国家移民管理局
开发建设了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台，今后公共
服务部门、行业可依托该平台出入境证件身份认
证，为境外人员办事办证提供快捷便利服务，达到
与境内居民使用身份证办事相同的便利度。

据了解，该认证平台开通后，境外人员从10
月份起即可凭出入境证件办理交通运输、金融、教
育、通信、医疗、住宿等35项公共服务，年底前基
本实现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工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