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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一国两制”彰显生命力
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 24 周年学术研
讨会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
办公室主任王志民等出席研讨会。
与会嘉宾表示，正确把握“一国”
和“两制”的关系，坚守“一国”之
本、善用“两制”之利，这是澳门“一
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精髓。澳门回归祖
国 17 年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
生命力不断彰显。

“澳门之所以成为中央高度肯定的
‘一国两制’实践的‘榜样’和‘热
土’，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守‘一国’
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始终严格按
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始终弘扬爱国爱
澳、民主和谐的主流社会意识，始终保
持繁荣稳定的大局。”研讨会上，王志民
表示，澳门就是坚守了“一国两制”成
功实践的正确方向，因而成为“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的榜样。
崔世安在致辞时表示，在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在基本法的有力保障下，澳
门特区在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领域不
断发展进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
生命力不断彰显。同时他呼吁，澳门社
会各界应同心协力，主动融入国家发展
布局，落实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系列政
策，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等中央重大部署中，实现澳门与
祖国内地的共同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郑淑娜在发言中指出，澳门在法制

柴逸扉
澳两种情怀，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
益和澳门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有机统一；
始终坚持提升自身素质和加强区域合作
“两条腿”走路，增强澳门走经济适度多
元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动力。

多种形式传播基本法

落实基本法成绩斐然

图为澳门大三巴牌坊
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回归至今，澳门已
制订 200 多部新法律，与基本法及保留
的原有法律一同，为特区维护国家安
全、实现有效管治提供法制保障。

总结经验引领新发展
“当前，‘一国两制’实践面临着新
问题、新挑战、新机遇，必须更加团结
努力，全面准确理解并有效贯彻落实基
本法，才能坚守‘一国两制’实践的正
确方向，确保‘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
践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推进。”致辞过
程中，崔世安表示：“我们应当主动作

“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参
与下，澳门基本法宣传推广很有特色，
成效显著。”研讨会之余，王志民还参观
了澳门基本法纪念馆，并在与澳门基本
法推广协会负责人座谈时充分肯定了该
会长期以来在宣传推广基本法方面所付
出的辛勤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澳门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
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制定通过，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实施。基本法规定澳门
资料图片
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确保国家对澳
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得以实施。
为，梳理总结澳门落实基本法的经验，
作为推广澳门基本法的主要承担机
并以此引领新一轮的发展。同时，进一
构 ， 澳 门 基 本 法 推 广 协 会 成 立 于 2001
步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机
年 3 月，成立后通过多种方式推广基本
制，促进基本法更为有效地贯彻落实， 法 在 澳 门 的 宣 传 ， 受 到 澳 门 居 民 的 欢
努力营造‘维护基本法权威，按照基本
迎。
法办事’的良好氛围。”
比如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与澳亚卫
在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视共同制作了“基本法一点通”栏目，
主任、副教授冷铁勋看来，澳门在实践
以居民生活事实为切入点，从政治、经
“一国两制”和落实基本法方面有四条经
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述
验：正确处理两个关系，充分发挥“一
澳门基本法；开展基本法宣传短片创
国”优势和澳门基本法规定的制度体制
作比赛；推出基本法硬笔书法比赛、基
功效；培育宪法和基本法两种意识，尊
本法儿童创意填色比赛等，并向获胜者
重并维护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宪制基
颁发奖杯奖金，让基本法的学习更加
础的特区宪制秩序；主动融合爱国和爱
寓教于乐。

台湾茶艺师
合肥传技
3 月 30 日，安徽省合肥
市蜀山区井岗镇社保所邀请
台湾茶艺师陈瑞英，为 100
多名企退人员进行了台湾传
统茶文化的学习。
培训中学员们了解到台
湾茶的起源、茶叶的鉴定、
茶的冲泡技术等。
葛宜年摄 （人民视觉）

粤澳签署环保合作协议
新华社澳门 3 月 30 日电 广东
省环境保护厅与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
护局 30 日在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
论 坛 及 展 览 上 签 署 《2017 － 2020 年
粤澳环保合作协议》，以加强双方在
环境保护规划、环境监测、固体废物
处理、环保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协议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厅长鲁
修禄与澳门环境保护局局长谭伟文代
表双方签署，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
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文
见证。
协议指出，双方在 2017 至 2020
年间的主要合作内容包括：推动编制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保护规划、推进废

旧车辆跨区转移处置项目、环境监
测、环保产业、突发环境事件通报、
环境科研、环境培训、环保宣传教育
以及环境技术交流等。
据了解，粤澳两地一直重视环保
合作，双方根据 《粤澳环保合作框架
协议》 的指导精神，在粤澳环保合作
专责小组的机制下，开展了包括防治
大气污染、整治跨境水环境、废物利
用在内的多项合作，各领域环保合作
不断深化。
作为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
及展览的官方支持单位，
广东省环境保
护厅多年来组织代表团来澳参会分享
经验，
推动两地环保产业合作与发展。

港理大发明新指纹辨识系统
据新华社香港 3 月 30 日电 （记
者 张 雅 诗）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30 日 宣
布，该校研究团队研发出一套崭新的
非接触式三维指纹辨识系统，能以相
宜成本应用于身份识别和出入境控制
等范畴，精准度达 97%。
这项研究由理大电子计算工程学
系副教授古雅智领导，采用突破性的
三维指纹重构和配对技术，成功克服
接触式二维生物识别扫描的限制，并
提升非接触式三维系统的优势。
据介绍，目前广泛使用于执法机
关的身份识别系统，以接触式方法套

取指纹扫描时，手指在玻璃或聚合物
等硬面上按压，会因为皮肤变形、滑
移或肮脏等，只能获取部分或较低质
素的图像。理大的新系统则能避免影
像扫描仪和皮肤弹性表面的接触，减
低由接触式方法引致的问题。
理大表示，市面上新兴的三维指
纹辨识系统，使用多个相机或结构光
源系统，价格昂贵而且系统体积大，
而该校研发的新系统体积小，精准度
高达约 97%，成本低至 780 港元，处
理效率约两秒，而且可减少所需的配
套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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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各界

基本法颁布 24 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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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黄帝拜祖大典
新华社台北 3 月 30 日电 （记者吴济海、刘欢）
三月三，拜轩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3 月 30
日 （农历三月初三），台湾轩辕黄帝拜祖大典筹委会
于台北市中山堂广场举办丁酉年轩辕黄帝拜祖大
典，数百人共同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拜祖大典在台湾已迈入第四年，今年
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拜
祖大典庄严隆重，以迎神、初献礼、亚献礼、三献
礼、赐福礼、送神礼等古礼进行，彰显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的宗族礼仪和传统文化。
此次大典与黎明技术学院观光休闲系携手合
作，百名学生担任此次仪典举旗手，高举百家姓旗
进场。典礼中亦安排祥狮献瑞及孔雀舞等精彩表
演，借此活动传递黄帝子孙绵延不绝，吉祥升平的
盛况。
拜祖大典邀请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政则担任主
拜官。林政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祖先
都是从大陆来，希望通过祭拜活动让我们不忘祖
先，这是祭祖活动很重要的意义。他还表示，慎终
追远，当天两岸在台北和河南新郑同步举办拜祖大
典，所有程序完全按照古礼进行，这是我们缅怀祖
先，也是两岸文化和平交流的表现。
今年的拜祖大典还首次举办网络同步拜祖活
动，广邀台湾民众一起拜祖。

台湾上千民众游行
抗议当局年金改革
新华社台北 3 月 29 日电 （记者吴济海、刘欢）
台湾警消联盟等团体 29 日在台北“遍地开花”发起
7 路游行，上千位退休军公教警消人员及民众集结，
反对当局年金改革剥夺权益和污名化军公教警消群
体。
当天的游行由台湾警消联盟、教育产业总工会
与新北市退休警察人员协会等团体发起，高雄、苗
栗、新竹、桃园、基隆、宜兰等全台各地警消联盟
成员参加。他们高喊“执政无能、斗争起家”“夺退
休金、造潜水艇”等口号，兵分几路赴台当局领导
人官邸、行政管理机构、监察机构、立法机构、教
育主管部门等办公场所抗议，递交陈情书，要求当
局回应他们的诉求。
民进党去年 5 月上台后，迅速推进年金改革，称
如不改革，台各类年金很快就要破产，但各界对年
金改革始终难以形成共识，并引发多次抗议。
台当局今年初公布年金改革方案草案，包括终
结优惠存款制度、调降公教年金所得替代率、延后
请领年龄等九大重点，引起各界质疑。据台湾媒体
报道，年金改革攸关退休军公教警消人员利益的重
要内容近日内将由当局高层“拍板”。
29 日的游行抗议中，参与者表示，他们不反对
年金改革，但退休前几十年的奉献不能被当局以改
革之名抹杀，也不能接受一些特定媒体和政客对公
教群体持续丑化。
台北市退休警察人员协会理事长陈合良对媒体
表示，当局对警消打压、污名化，他们被称为“米
虫”，这对他们不公平，他们不得不站出来捍卫权益
和尊严。
基隆退休警察协会理事长林良荣说，广大警消
人员因为希望能有稳定的退休生活而在年轻时选择
了警察职业，现在退休了，却被当局逼迫“吐钱”
（砍退休待遇），“简直是土匪强盗”。他还表示，当
局在刻意分化社会。
退役将领吴斯怀则表示，退休军公教警消是忍
无可忍才上街游行，当局若不回应他们的诉求，以
后还会有抗议行动。
当天的游行抗议整体平和，在台立法机构、教
育主管部门及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前，曾有游行人员
想冲入，被警方拦阻，双方一度发生推挤。

台“小巷总理”走进上海社区
葛凤章图/文

近日，台北市议员潘怀宗、王
红薇等率领所辖 6 个行政区的 90 多
位里长和社区发展协会负责人等基
层社区工作者来到上海，与上海的
社区工作者一同举行了“上海台北
社区体验互动巡礼活动”。
台湾的里长类似上海的居委会
主任，虽不是“官”，但与基层民众
最为贴近。因为所在社区有了状
况，事无巨细都要去管，老百姓便
亲切地称之为“小巷总理”。
来自台北的里长们分别来到黄
浦、虹口、嘉定等区的街道里弄，
不仅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还“挂
职”体验上海居委会主任的工作。
他们穿上志愿者专用服装，与当地
志愿者一起走进社区为居民提供服
务。慰问孤寡老人、参与包饺子、
包青团比赛，在街道社区巡逻，确
保一方平安……
上海市最早与台北士林、北投
开展基层社区交流活动的是虹口
区，至今已有 10 年历史。2007 年，
潘怀宗议员带着里长们来当“一日
居委会主任”。2013 年举办了首届
沪台两地社区工作论坛。2014 年，

虹口的居委会主任受邀到台北体验
“一日里长”。10 年交往，沪台两地
的居委会主任和里长从“交流参
访”发展成了“走亲访友”。
如今，上海与台北的基层社区
交往活动已经遍地开花。据了解，4
年来，上海共有 221 个社区居委会
（村委会） 的基层干部到台北做过
“一日里长”。台北有 226 个里的里
长们来过上海，有的体验当志愿
者，有的做“居委会主任”，两地社
区工作者在交往中增进了解，通过
切磋交流，使服务于民的理念不断
深入与光大。
沪台两地的“小巷总理”日前
汇聚在上海北外滩的游轮码头，以
“双城社区，心心相印”为主题，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交流会。
沪台两地的居委会主任和里长同台
高唱 《我的社区我的家》，歌声为交
流会拉开了序幕。这是一首社区工
作者为社区工作“量身定做”的歌。
虹口、黄浦、嘉定、闵行 4 区
的 6 个居委会主任分别与台北士
林、信义、中山、大同 4 区的 6 个里
长携手登台，结为友好社区。上海

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副主任李骁
东，中共虹口区委常委贺毅群等出
席交流活动。会上，沪台两地的代
表畅谈近年来互动交流的收获和感
想。
会后，沪台百余名社区工作者

一同在黄浦江畔放飞了 500 个写有
“双城社区、心心相印”的气球。五
彩缤纷的气球腾飞升空，意为气象
万千，不断向上，也是对沪台社区
相携共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真
诚祝福。

沪台社区工作者在黄浦江畔放飞气球，象征友谊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