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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的通知》（中发〔2019〕8号）精神，现将拟任领导
职务人选公示如下：

杨宇新，男，汉族，1965年10月生，1988年7月参加工
作，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现任丹东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拟任大连市委委员、
常委、市纪委书记，并提名为大连市监委主任候选人。

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该人选如有不同意
见，请在2019年12月2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

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
署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

联系电话：024-12380（1）
举报网站：www.ln12380.gov.cn
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

邮政编码：110822）
2019年12月21日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
公 告
2019年第84号

新华社澳门12月20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在澳门的各项
活动，20 日下午从澳门乘专机返回
北京。

习近平是12月18日下午抵达澳
门的。在澳门期间，习近平出席了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
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以
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和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文艺晚
会；分别会见了何厚铧、崔世安、贺一
诚，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
司法机关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纪

律部队代表，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
士；看望了中央驻澳机构和主要中资
机构负责人；检阅了驻澳门部队；考
察了澳门便民政务服务、基础教育和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项目，同澳
门民众广泛接触和交流。习近平还
会见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欢送仪式上，澳门儿童向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献上鲜花。习近平同
前来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向欢送队
伍挥手道别。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马飚等同
机离开澳门。

圆满结束在澳门的各项活动

习近平离开澳门返回北京

新华社澳门12月20日电（记
者朱基钗 郭鑫）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日上午在澳门会见澳门特别行政
区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习近平指出，新一届特别行政区
政府管治团队富有朝气、充满勃勃生
机。当前澳门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大家要牢记誓
言、担起重任。

习近平对大家提出 5 点希望：
一是强化国家意识，始终从国家发
展和安全大局观察、思考问题，自觉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二
是强化为民情怀，以为人民服务为

宗旨，一件一件做好民生实事。三
是强化责任担当，拿出迎难而上的
精神，敢想敢试，着力破解澳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四是强化能力本领，对照澳门发展
的新要求和澳门居民的新期待，要
有本领恐慌，树立新理念，掌握新方

法，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势和防范
风险的能力。五是强化清廉作风，
做到慎独慎初慎微。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毅、马
飚等参加会见。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
诚也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
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新华社澳门 12 月 20 日 电
（记者陈键兴 朱基钗） 国家主席
习近平20 日上午在澳门会见刚刚
就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贺一诚。

习近平祝贺贺一诚就任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他表

示，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承担起领导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重任。中央政府
对你高度信任，澳门居民对你充满
期待。希望你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
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稳健施
政，奋发有为，在前几届政府打下的

良好基础上，不断推进澳门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并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把澳门建设得更好。中央政
府将全力支持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的工作。

贺一诚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央

政府的信任。他说，新一届特别行
政区政府将切实加强管治团队建
设，着眼长远、破解难题，确保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他表示，一定会带
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努力工作，请习
主席放心。

丁薛祥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贺一诚

新华社澳门12月20日电（记
者李宣良 郭鑫） 正在澳门出席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的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0 日下午视察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向驻澳门部队全体官兵致
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要在新的起
点上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全面提高履
行任务能力，为推进“一国两制”在澳
门的成功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下午3时10分许，习近平来到驻
澳门部队新口岸营区。习近平首先

检阅了部队。受阅官兵整齐列阵、士
气高昂。在雄壮的阅兵曲中，习近平
依次检阅了仪仗方队、防卫作战方
队、防暴行动方队、反恐行动方队、应
急救援方队。“同志们好！”“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习
近平亲切问候受阅官兵，官兵们响亮
作答。

在作战指挥中心，习近平听取了
驻澳门部队有关工作情况特别是
2014年以来履行防务情况汇报。得
知 5 年来驻澳门部队取得不少新进
步，习近平很高兴。习近平通过视频

慰问了驻澳门部队珠海基地官兵，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勉励他们牢记使
命，聚焦强军目标要求，坚持战斗力
标准，锻造过硬精兵，为有效履行澳
门防务发挥更大作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
见驻澳门部队全体干部，同大家亲切
握手、合影留念。

习近平指出，20年来，驻澳门部
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
指示，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出色完成
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展示

了我军威武文明之师良好形象，不愧
为党和人民放心、澳门同胞信赖的忠
诚卫士。

习近平强调，驻澳门部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全
面提高履行任务能力，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澳门
繁荣稳定，为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
的成功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又侠、丁薛祥、贺一诚等参加
有关活动。

习近平视察驻澳门部队
强调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全面提高履行任务能力，为推进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澳门 12 月 20 日电
（记者王晨曦 王攀） 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 20 日晨隆重举行升旗仪
式，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澳
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中
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傅自
应、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
员沈蓓莉、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
员徐良才和政委孙文举，及特区政
府主要官员，与澳门各界人士约700
人一同观礼。

清晨7时，澳门金莲花广场周围
和附近道路、公园已经站满了前来观
礼的澳门市民和游客，在冬日的微风
中静静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

近8时，由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
察局、消防局和海关组成的纪律部队
仪仗队及警察乐队在升旗台前列队，
贺一诚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黄少
泽陪同下，检阅仪仗队。随后，贺一

诚来到观礼区。
在清脆的鼓声中，两列由治安

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方阵，迈
着整齐的步伐，分别护送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区区旗进入广
场。升旗手将国旗、区旗分别挂上
两个旗杆。

8时整，澳门警察乐队奏响雄壮
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澳门培正中
学的100名中学生领唱下，全场观礼
人士面向旗杆肃立，伴随旋律高唱国
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区区
旗在众人的注视中，缓缓升到旗杆顶
点，在晨风中徐徐飘扬。

48 岁的澳门居民梁观娣和家
人带着拍摄装备，记录了升旗的全
过程。她说，回归祖国 20 年来，澳
门社会安定，市民生活幸福，“真
心感谢中央政府对澳门的支持和
关爱”。

澳门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

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2月20日与巴西总统
博索纳罗互致贺电，祝贺中巴地球资
源卫星04A星发射成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31 年前
中国和巴西启动了地球资源卫星合
作项目，开创了发展中国家航天领
域合作的成功先例，成为高技术领
域南南合作的典范。04A 星的成功
发射，恰逢中巴建交 45 周年。希望
双方落实好中巴航天合作十年计

划，积极推进后续卫星合作，丰富中
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博 索 纳 罗 在 贺 电 中 表 示 ，多
年来，巴中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04A 星成功发射
并投入运行，是双方取得的又一重
大积极成果，将为两国自然资源监
测与利用发挥重要作用。巴方愿
一如既往地加强巴中各领域友好
合作。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
博索纳罗互致贺电
庆祝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A星发射成功

新华社澳门12月20日电（记者
赵博 陈键兴）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
日上午在澳门会见中央驻澳机构和
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并发表重要
讲话。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
候。他指出，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来
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取得的辉煌成
就，同中央驻澳机构和中资机构的
辛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中央驻澳
机构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努力
完成中央交办任务，积极支持特别
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中资机构积
极参与特别行政区建设，与本地企
业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特别行政区

的繁荣发展。中央对大家的工作是
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阶段港澳工作的纲领和指
针，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
落实。希望中央驻澳机构和中资机
构全体同志进一步提高做好澳门工
作的政治站位，增强使命感和责任
感，坚定信心、砥砺前行，为推进澳
门“一国两制”事业新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毅、马
飚等参加会见。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
诚也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中央驻澳机构
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劲帆归海澳，门迎万里风。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后，我们又满怀喜悦迎来了澳门
回归祖国20周年。从等待回家的漂泊游子，到流光溢
彩的盛世莲花，一个生机勃勃、安定祥和的澳门正以崭
新姿态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

“开创了澳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谱写了具
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在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高
度评价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就，全面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经验，
深情表达对澳门各项建设事业跃上新台阶的殷切希
望，为澳门在新时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出新的
宏伟蓝图，为澳门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20年前，饱经沧桑的澳门回到祖国怀抱，中华人民
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开启了澳门历史新
纪元。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取得明显进步和巨大成
就，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牢固确立，
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居民生活持续
改善；社会保持稳定和谐，多元文化交相辉映。今天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主政制有序发展，居民依法享有的
广泛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一中心、一平台、一基
地”建设扎实推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
回归前治安不靖的状况得到迅速扭转，澳门成为世界
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
功实践有力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
得人心的！

回归祖国以来的 20 年，是澳门历史上经济发展
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时期，也是澳门同胞共享伟大
祖国尊严和荣耀感最强的时期。澳门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得益于“一国两
制”方针的全面贯彻，得益于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
大力支持，得益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积极作为和澳门
社会各界的团结奋斗。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具
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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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集
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持包容共济、促进爱
国爱澳旗帜下的广泛团结，“一国两制”实践就能沿
着正确方向走稳、走实、走远，澳门就能拥有更加美
好的明天。

澳门好，祖国好；祖国好，澳门会更好。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一壮阔的历史征程上，有祖国的全力支持，有广
大爱国爱澳同胞的共同努力，澳门一定能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在已有成
就的基础上推动各项建设事业跃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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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0日晚应约同美国总
统特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美中达成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对于美国、中国和整个世
界都是一件好事，美中两国市场和世
界对此都作出了十分积极反应。美
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争取尽快
签署并予以落实。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平等和
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在当前国际环境极为复杂

的背景下，中美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
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
界和平和繁荣。

习近平强调，开展中美经贸合作
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经济和现
代技术把世界连成了一体，中美利益
更加交融，双方在合作中会出现一些
分歧。只要双方始终把握中美经贸
合作互利共赢的主流，始终尊重对方
国家尊严、主权、核心利益，就能够克
服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我们对近一段时间
来美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
题上的消极言行表示严重关切。这
些做法干涉了中国内政、损害了中方
利益，不利于双方互信合作。希望美
方认真落实我们多次会晤和通话达
成的重要共识，高度关注和重视中方
关切，防止两国关系和重要议程受到
干扰。

特朗普表示，我期待有机会通

过各种方式与你保持经常性沟通。
我相信我们两国能够妥善处理分歧
问题，美中两国关系能够保持顺利
发展。

习近平表示，我愿继续通过各种
方式与你保持联系，就双边关系和国
际问题交换意见，共同推进以协调、
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
意见。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政治解决
的大方向，各方要相向而行，保持对话
缓和势头，这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