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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俞晓） 应中国福利会邀
请，澳门濠江中学师生近日赴沪，与
中国福利会所属上海宋庆龄学校师生
共同拍摄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的
音乐电视片。

专程前来参与拍摄活动的澳门妇
女联合总会会长贺定一说：“澳门回归
20 年来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孩子是
国家的未来。我们要多创造这样的机
会，让澳门和内地的孩子多沟通交
流，增进心灵相通。”

学生们在现场吟诵爱国诗人闻一
多创作的《七子之歌》组诗，并联唱《七
子之歌·澳门》《国家》《明天会更好》等
经典曲目，表达沪澳两地学子对新中国
70华诞和澳门美好明天的祝福。

濠江中学高二学生古舒行说：“之
前我们都是听长辈们动情诉说澳门回
归祖国怀抱，但是没有切身感受。这
次来上海参加拍摄，一下子让这种感
情具象化了。上海的老师同学们充满
热情和关爱，这种同胞情谊让我们真

切感受到身处祖国温暖的怀抱里。”
“我去过澳门，那里的人们很热

情，会问我很多关于上海的问题。我
还想用歌声向澳门小伙伴发出邀请，请
他们来看一看发展日新月异的祖国。”
宋庆龄学校高一年级学生卓恩彤说。

上海宋庆龄学校校长封莉容说：
“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歌唱、吟诵中理
解新中国的奋斗史。看到他们满怀感
情地歌唱、发自内心地诉说，我备受
感动，也愈加深刻地领悟到爱国主义
教育给予孩子的底气和力量，这种对
人生的指引会深深镌刻在孩子心中。”

1949 年 10 月 1 日，濠江中学在时
任校长杜岚的带领下，在澳门升起第一
面五星红旗。国旗如今已深入澳门青少
年的生活中，不少当地中小学和内地学
校一样，每逢周一举行升旗仪式。

除邀请澳门学生代表来沪参加摄
制外，此次音乐电视片还将赴澳门取
景，以少年儿童视角展现他们在当地的
学习生活和回归祖国后澳门的新风貌。

11月 17日，“沪港通”运行满 5周
年了。作为第一座联通内地和香港的

“资本桥”，5 年来，“沪港通”不仅打
通了香港与内地的资本市场，为其注
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国内地金融领
域改革开放贡献许多宝贵经验，带来
重要、积极的影响。

交易总量屡创新高

5 年来，“沪港通”成交量稳定增
长，不断赢得市场青睐。

数据是最忠实的见证者。统计显
示，5 年来沪股通累计成交金额达到
10.74 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净买入规模
达到 4807.22 亿元人民币；在沪市港股
通方面，5年来累计成交金额达到 6.53
万 亿 港 元 ， 累 计 净 买 入 规 模 达 到
7346.33亿港元。

来自港交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 10 月 31 日，沪深港通北向累计成
交超 17 万亿元人民币，累计 8600 亿
元人民币净流入内地股票市场，香港
和海外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持有的内
地股票总额不断增长，由 2014 年底的
865 亿元人民币，激增至 12212 亿元
人民币；南向 5 年来累计成交 87480
亿港元，累计 9870 亿港元内地资金
净流入港股，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
的持股总额持续攀升，由 2014 年底
的 131 亿港元增至 9995 亿港元，增长
了 76 倍之多。

“沪港通是一座天天开放的大桥。
只要有这座桥在，两边的市场、资
金和人员，就总会有互相融合的一
天。”“沪港通”设计者之一、香港交
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在网志中如是写
道。最近 3 年来，特别是 2018 与 2019
年，外资借道沪深港通北上持有A股的

数量与金额明显大增。李小加预计，
未来“沪港通”的覆盖范围仍会不断
扩大，外资参与 A 股的程度进一步提
升，产品愈来愈丰富，外资参与的广
度都会愈来愈大。

创新机制服务市场

1993 年，青岛啤酒开启了内地企
业赴港上市的 H 股时代。25 年后，小
米集团踏着港股上市制度改革的鼓
点，以“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在港交
所上市，并于今年 10 月正式纳入港股
通，开创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新模式。

2014年 11月 17日“沪港通”开锣
时，李小加曾说：“今天，‘沪港通’
1117 号列车正式开通，它会带来新的
机会、新的时代、新的未来。”

他的信心正是以两地交易所不断
创新为依托。过去5年，港交所与内地
交易所伙伴和业界紧密合作，不断完
善互联互通机制，先后推出了针对机
构投资者的特别独立户口，取消了总
额度限制并提升每日额度，对北向通
提供实时货银对付结算服务，推出了
北向通投资者标识符。

“‘沪港通’以最小的制度成本，带
来了最大的市场成效，开创了全新的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模式。”李小加表
示，“沪港通”不但帮助中国投资者进
行多元化的海外资产配置，也方便了
国际投资者通过可靠、高效、便利的
渠道投资内地市场。

互联互通更改变了港股的生态。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港交所主板和创
业板市场共有 2395 家上市公司，其中
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占比达50%，对应
市值占68%，日均成交量占79%。香港
由此融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

并通过接纳“同股不同权”、优化盈利
等重大上市制度改革措施，吸引内地
生物科技企业和创新企业上市，为自
身发展注入新动力，也提高了香港作
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国际化的关键一步

“沪港通”是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
互联互通的开山之作，更是中国资本
市场国际化里程中的关键一步。

有了“沪港通”的先试先行和经
验积累，2016 年 12 月 5 日，“深港通”
顺利开锣。受此启发的“债券通”也
在 2017 年 7 月 3 日成功上线运行。今
年，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再迈一
步，中日 ETF 互通、沪伦通正式落
地。伴随着互联互通机制的稳健运
行，各大国际指数先后将A股市场纳入
相关指数，加速了全球资本配置A股的

进程。
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开放。资本

市场的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加速
了内地自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也对
未来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丛林分析认为，随着互联互通持续放
大“桥梁效应”，香港市场有望进一步
吸引全球创新型企业登陆，并将国际
新经济的投资标的输送到内地资本市
场，从而加快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进
程，提升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的国
际地位。

“未来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
通，将不局限于资金、技术和投资标
的的互通有无，更将是制度设计、战
略目标和发展路径的协同共进，将活
化中国金融的‘一池春水’，共同夯实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基石。”丛林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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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批内地知名企业先后在港交所上市。图为小米在香港举行上
市仪式。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沪澳少年携手拍摄音乐电视片

澳门和上海学校师生共同拍摄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音乐电视片。 芊 烨摄

台湾新北市近日举办
欢乐耶诞城活动，市民广
场及周边被布置一新，每
晚上演精彩灯光秀。图为
民众在台湾新北市民广场
赏灯。

中新社记者
张 远摄

台湾新北台湾新北
上演灯光秀上演灯光秀

新华社香港11月25日电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区
议会选举24日举行，25日中午完成计票工作。本届区议
会选举投票 24 日上午 7 时 30 分开始，当晚 10 时 30 分结
束。据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18 个选区 452 个区议会议
席全部产生。

区议会是香港地区层次的区域组织，就市民日常生
活一般性事务向特区政府提供意见，并参与地区管理事
务。本届区议会选举是香港修例风波以来第一场全港性
选举活动。过去5个多月中，乱港暴力分子与外部势力遥
相呼应，不断制造、升级暴力活动，造成香港社会政治
氛围对立、社会情绪撕裂、经济民生发展受挫。持续数
月的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选举进程。选举当日，有乱
港分子对爱国爱港候选人进行滋扰。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仍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新华社澳门11月25日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特区政
府25日推出庆祝澳门特区成立20周年专题网站，集中发
布特区政府相关庆祝活动信息和有关澳门回归以来的发
展情况。

专题网站提供中、葡、英三种语言，设置的“活
动”栏目将对外公布多项特区成立20周年的相关庆祝活
动，包括最新的新闻消息、图片、视频、直播等，供市
民和游客浏览。

同时，专题网站提供了特区政府新闻局出版的 《我
们的 20 年》 图册。图册是每十年回归大庆的系列特刊，
记录澳门特区发展历程，从居民视角捕捉澳门变化，揭
示澳门新时代的特征，讲述澳门和澳门人的故事。

另外，网站还提供文字资料和推广视频，多渠道展
现澳门“一中心、一平台”的独特优势和在新时代的角
色，介绍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融入国家发展、经
济适度多元、人才培养、惠民利民措施、城市发展等方
面的情况。

香港特区第六届区议会选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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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郭鑫） 澳门“冼星海纪念馆”
开幕典礼11月23日举行，冼星海铜像同场揭幕。纪念馆24
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展出冼星海生平珍贵手稿和遗物。

为纪念在澳门出生的伟大音乐家冼星海，澳门特区
政府设立“冼星海纪念馆”，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献礼，以表彰冼星海对国家所作
的贡献，传扬他的音乐成就，为青少年树立榜样。全国
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澳门中
联办主任傅自应、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沈蓓
莉和冼星海女儿冼妮娜等出席了开幕典礼。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说，在澳门即
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庆典之际，冼星海纪念馆的落成
别具重大意义，令人深受鼓舞。我们衷心期望，更多的
澳门市民、青少年朋友和访澳旅客，都可以借由参观纪
念馆，感受历史风云，体会英雄事迹，坚定我中华民族
百折不挠之精神。冼星海纪念馆将与林则徐纪念馆、郑
家大屋、叶挺故居等名人纪念馆，共同构成澳门社会爱
国精神的坚强壁垒。

谭俊荣向冼妮娜颁发感谢状，以感谢她对筹建展馆
所提供的支持和协助。

“冼星海纪念馆”设有展览厅、探索空间、多功能厅
等空间，除了展示冼星海的一生及艺术成就外，观众可
在多媒体探索空间获得担任指挥家的体验，感受指挥乐
团的乐趣，知识区可供小朋友了解音乐和乐团的有趣小
知识。为配合展馆的开放，文化局将在12月推出 《冼星
海的音乐之路》 儿童绘本，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儿童读
者认识冼星海，加深对祖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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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 25日电 （记者齐志
明） 记者从中消协获悉：11月 17日，澳门
特别行政区消费者委员会（以下简称“澳
门消委会”）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电商消费
维权直通车（以下简称“中消协电商直通
车”）上的专用路径正式开通，标志着澳门
消委会正式加入中消协电商直通车平台。
中消协和澳门消委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举办了开通仪式。据悉，香港消费者委员
会加入中消协电商直通车的准备工作已
经完成，近期也将正式开通。

今年 4 月 16 日，经报批，澳门消委
会获准加入中消协电商直通车平台。获
批后，中消协加紧落实澳门消委会加入
平台各项技术对接，并指定技术人员对
澳门消委会进行系统操作辅导，确保澳
门消委会人员能够顺畅使用直通车平
台。此次澳门消委会的加入，也是直通
车平台第一次吸纳大陆以外的地区加入
直通车系统，此举将有助于澳门消费者
更加便捷地解决在内地网络平台购物引
发的消费纠纷。

中消协电商直通车平台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启动，并于当年 4 月 5 日上线运
行。入驻电商直通车平台的企业已达到
25 家，包括淘宝网、京东商城、苏宁易
购、唯品会、亚马逊、携程、去哪儿
网、美团网、大众点评、饿了么等远程
购物中占比例高、消费量大的电商企业。

电商直通车平台依托中国消费者协
会已有的投诉与咨询系统，增设了电商
企业 （平台） 处理投诉链接通道。平台
建成后，一改以往网络购物纠纷需要异地办理的传统模
式，极大方便了消费者就近维权。入驻直通车平台的电
商企业收到平台受理的投诉后，承诺提高规格优先处
理、妥善解决各类投诉，保证了平台处理投诉的高效率。

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使用直通车的消协单位共计
577个，分布在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电商直通车
系统共处理投诉案件6727件，已受理6707件，未受理20
件。已经处理完成为6698件，达成和解协议4435件，消
费者主动撤回2件，企业退回148件，和解率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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