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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 颁发任命林郑月娥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

详见第3版

新华社北京 4月 11 日电 （记者
李寒芳）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下午在中
南海瀛台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
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

习近平对林郑月娥当选并被任命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表
示祝贺。习近平说，你在政府工作 36
年，特别是香港回归后在特别行政区政
府担任多个重要职务，爱国爱港立场坚
定，勤勉务实，敢于担当，行政经验丰
富，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在香港
社会认可度一直很高，对国家和香港有
心、有力、有承担，符合中央对行政长官
的一贯标准。你成功当选实至名归。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
周年。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取得巨大成功。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特
别行政区制度有效运行，香港保持繁荣稳
定，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
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在香港
的实践也需要不断探索前进。20年来，香
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这个阶段有挑战
和风险，也充满机遇和希望。作为新一任
行政长官，你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中央
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将全力
支持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
政。希望你不负重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
府和社会各界，紧紧依靠广大香港同胞，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
本法，团结包容，勠力同心，锐意进取，为
香港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张德江、李源潮、栗战书、杨洁篪等
参加了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林 郑 月 娥
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张德江参加会见

4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人民日报评论员

4月 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京接受
中央政府任命，中央领导对林郑月娥和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殷切
期望，为即将迎来二十岁生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构画美好愿景。
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既体现了中央对特别
行政区的关心与重视，也体现了“一国两制”下中央和特区应有的
关系。

此前结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严格按照
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特区有关选举法律
进行，林郑月娥女士符合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一贯标准，爱国爱港
立场坚定，有经验、有能力、有担当，不负重望，成功当选。中央政
府依法履行有关任命程序，既是行使权力，也是履行宪制责任。

林郑月娥接受任命，意味着接受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香港
回归二十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保持
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但毋庸讳言，作为一项前无
古人的事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
题。当前，香港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挑战和机遇并存，风险和
希望同在。新任行政长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需要智慧和胆识，
更需要胸怀与担当。

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首长”，行政长官是
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要全
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坚持一国原则
和尊重两制差异的关系，正确处理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
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
繁荣稳定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行政长官要做“一国两
制”的坚定执行者，做宪法和基本法的坚定维护者，做法治的坚定
捍卫者。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广大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大局稳定的重要基础。行政长官要
做发展的坚定引领者，带领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群策群力解决经
济民生问题，共同谋划香港长远发展大计；团结包容、弥合撕裂、
减少内耗，纾缓和化解社会矛盾；抓住机遇、发挥优势，主动对接
国家发展战略，在“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积极作为，以
实实在在的政绩凝心聚力。

回归二十年来，香港历经风雨，祖国内地始终是坚强后盾。
中央领导多次重申，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和坚定的，坚持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
摇。中央政府始终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
政，希望新任行政长官紧紧依靠广大香港同胞，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把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
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锐意进取、迎难而上，不辜负香港市
民的信任，不辜负中央的厚望。

“狮子山触得到长城，血脉里感应，和谐靠你赋予生命……”
一路走来，风雨兼程，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在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衷心希望“弱冠之年”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不忘初心，始终牢记“一国两制”的宗旨，坚守原则底线，
促进包容和谐，继续与祖国同行，把握国家发展一日千里的重要
机遇，再创辉煌，续写传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
出应有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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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郭俊
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要求，4 月 10
日下午，自治区政协主席任亚平率
部分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住呼自
治区政协委员，在呼和浩特市视察
庆祝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重点项目
建设情况。

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
书记云光中陪同视察。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陈羽、常海、梁铁城、罗志虎及秘
书长魏军参加视察。

视察组实地察看了正在建设中的
内蒙古美术馆、BRT快速公交线、地铁
1号线、山体公园绿化、内蒙古少数民
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等项目的规
划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进度，并围
绕首府迎庆工作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与呼和浩特市委、政府、政协进行座
谈。

任亚平在座谈时指出，自治区
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不仅是内蒙
古的一件大事，也是党和国家的一
件大事。首府城市是庆祝活动的

主会场、主战场和主阵地，在迎庆
工作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要抓紧
时间高质量施工，确保基建工程如
期交付使用。要动员全社会力量
参与庆祝活动，下功夫组织好群众
性迎庆活动，力求策划新颖独到，
组织周密完善。要以迎庆为契机，
大力兴办民生实事，统筹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着力强化呼和浩特的首
府功能。

任亚平强调，首府的建设，要有资
金项目支持，更要有政策和智力支持，
广大政协委员要为首府“首”起来积极
建言献策。呼和浩特市要进一步分析
和明确基本定位，追求“首位度”应突
出首府功能，有所为有所不为，“首位
度”的重点应放在增强现代化气息、发
展中高端产业和保障高品质生活上，
属于首府的功能要率先发展，走在全
区前列。

参加视察的政协委员对首府的发
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对迎庆和首
府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

任亚平率部分全国及
自治区政协委员视察

首府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以迎庆为契机
着力强化呼和浩特的首府功能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戴宏）

4月 1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三五”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自治区“改盐增草
（饲）兴牧”示范工程实施方案、“健康内
蒙古 2030”实施方案和自治区政府核
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等事项。

会议认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是自治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
要任务，对于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条主线，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制定出台符合战略性新
兴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各项政策措施，努
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要求，将战略
性新兴产业培育成我区经济发展新引擎。

会议指出，改良盐碱地有利于提高
农牧业综合效益、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促进农牧民增产增收。各有
关地区和部门要用活用好国家的支持
政策，尽快启动“改盐增草（饲）兴牧”试
点示范工程。要根据盐碱地的类型和

形成原因，有针对性地推行相应的改良
技术，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分步实施、
规模推进，努力推动“改盐增草（饲）兴
牧”工程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发展卫生与健康事业，是
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关系现代化建设
全局的战略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把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中央
关于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这一主
题，树立和落实“大健康”理念，把健康发展
融入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中，
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
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全面提
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会议指出，对自治区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进行修订，是深化投融资管
理体制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
举措，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
力具有重要作用。各有关部门要认真
做好目录实施的相关工作，跟踪分析实
施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工作，
不断优化自治区的投资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布小林主持召开
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自治区“十三五”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事项

□本报记者 王玉琢

春风送暖，又绿黄河岸。就如何结
合地区实际，把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落实到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工作实
践中，记者采访了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
俊雁。

记者：要让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落地生根，鄂尔多斯有哪些发展新思
路？

牛俊雁：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在
内蒙古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和迎接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
点上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大会。李纪恒书记代表第九届自治区
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对内
蒙古发展规律的深度把握，是引领内蒙

古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为鄂尔多
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祖国北疆亮
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今后五年，鄂尔多斯将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重大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绿色化，
坚决守住发展底线、生态底线、民生底
线，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一
往无前， ■下转第2版

攻坚克难 一往无前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水平
——访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俊雁

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盟市领导访谈

4月 11日上午，舞蹈演员正在表演精彩节
目。当日，守望相助 亮丽北疆——呼和浩特市庆
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现场进行了广场舞、太极拳、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等。该活动从4月持续至10月，主要开
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知识竞赛、书
画摄影作品展等几百项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充
分展示自治区成立70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辉煌成就。 本报记者 通拉嘎 王鹏 摄

呼市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