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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

不變。” 

──《澳門基本法》第 5 條 

 

 

一、前言 

 

搞清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與特徵，搞清

楚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優與劣、是與非，並探索兩者

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原則與舉措，是“一國兩制”基

礎理論或“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重要內涵之一，也

是推動“一國兩制”正確實踐的必要條件和有效保

障。 

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近 20年“一國兩制”

實踐已經令人信服地表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

社會制度之間的對抗、爭奪，不僅在當代即使今後一

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將持續存在；與此同時，在

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當代，人類精神文明特別是體現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優化升華的求同存異、

對立統一思維，已經給信奉傳統模式、傳統理論、傳

統體制的傳統型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以及普通民眾

展示出一幅別樣現實：看似誓不兩立的兩大主義可以

在特定歷史與社會條件下以和平和諧氛圍直接對話

對接。 

由從世紀之交的 1997 和 1999 兩個標誌性年份

“一國兩制”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全面實施開始，這個

新型歷史車輪正風雨兼程，在地球東方留下了一條令

人無比震撼、嘆為觀止的創新型制度優化軌跡。 

 

二、何謂社會主義、何謂資本主義 

 

(一) 基本定義 

社會主義，通常指科學社會主義，當今兩大基本

社會制度之一。《辭海》給出的解釋是：“以生產資

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它的經濟基礎是社

會主義經濟制度，它的上層建築包括社會主義政治制

度、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牛津進階雙語詞典》給

出的定義是：“確信所有的人應屬平等，金錢及財產

亦應平等分配的一種政治理念”(the political idea that 

i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all people are equal and that 

money and property should be equally divided)。2 

資本主義，是當今兩大基本社會制度之一。《現

代漢語詞典》給出的解釋是：“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

並用以剝削僱傭勞動、無償佔有剩餘價值的社會制

度。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家佔有

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3《牛津進階雙

語詞典》給出的定義是：“生產資料為私人(非國家)

佔有並用以進行營利的經濟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in which businesses are owned and run for profit by 

individuals and not by the stat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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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現代資本主義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是人類理想社會

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亦即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與高

級階段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

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

到共同富裕。”5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

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作為

鄧小平理論基礎之一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係指中

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即“中國逐步

擺脫不發達狀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階

段”。6 這表明從 20 世紀 40 年代末即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至少需要百年時

間，也就是說，這個初級階段至少要持續到 21 世紀

中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之際。 

現代資本主義泛指二戰後的壟斷資本主義，其基

本特徵包括：所有制結構上，以私人集團資本股份所

有制為主體，並存國家所有制、中小資本所有制、跨

國集團所有制等；階級結構上，白領階層數量增加成

為僱傭勞動者主體，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福利

政策與社會保障的建立令勞資關係趨於緩和；對外經

濟關係中，跨國公司跨國經營普遍化，發達國家之

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互相滲透、互為支撐令經

濟全球化成為常態。7 種種跡象表明，現代資本主義

制度在國際地緣政治中仍是較多國家的選擇，其生存

力、競爭力仍然不低，故社會主義全面取代資本主義

仍然是十分漫長的遙遠目標。 

 

(三) 共同屬性與本質差異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共

生共存從 1917 年蘇俄十月革命算起已有整整一個世

紀歷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因發展階段不同、民族

文化傳統不同可以在不同歷史階段做出不同選擇，也

可以做出不同否定。人們不難觀察到，不僅社會主義

國家經歷了令人驚異的跌岩起伏，在號稱發達的資本

主義體系中其政治制度依然千差萬別。但是在現代條

件下不同國家即使所選社會制度不同相互間仍然存

在具實質性、基礎性的某些共同屬性：一是都要有效

維權，既要維國權又要維民權，不容忽視自身民族尊

嚴；二是都要真誠愛民、堅持政權民本性，既要開明

開放、擴大民主，更要時刻關心廣大民眾的衣食住行。 

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國家性質的根本區別

是“公”與“私”的價值認定與行為取向間的差

異：社會主義強調“公”字，即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的

運行機制，資本主義強調“私”字，即強調私有制為

基礎的運行機制。前者是“一公二共”，即在經濟基

礎方面主要社會財富或生產資料由國家通過國有制

企業佔有，鼓勵多種形式所有制共同發展，鼓勵一部

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逐步達致共同富裕，在上層建

築方面公權力由工人階級通過其先峰隊共產黨掌

握；後者是“一私二資”，即在經濟基礎方面全力維

護私有私營，維護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天經地義，

在上層建築方面是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或代理人掌握

國家公權力，主張個性自由發展。 

不容否認，兩大社會制度之間曾經有過以敵視、

對抗、鬥爭為主軸的交往歷史。時至今日，有條件在

國際事務中呼風喚兩的西方資本主義超級大國政客

依然迷信霸權主義和美國中心主義，妄圖憑藉在全球

範圍內仍具某些相對優勢的國力、軍力以及自命不

凡、高人一等的霸主心態繼續主宰當今世界發展大

勢。其實，地球雖然不大，但不僅可以容納現有實行

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諧共存、互利共贏，而且可以

根據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每一

角落都能各展所長、各得所求，令相互間平等尊重、

互信互利、共建共享成為新世紀新時代的文明生存法

則。 

放眼當今全球形勢，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不可抗拒

的大潮流大趨勢，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

元化、社會信息化，順之則興，逆之則衰。這是不應

動搖、不應偏離的基本認知，但兩大社會制度之間對

壘的長期性、對抗的複雜性、對話的必要性、對接的

互益性，同樣也是雙方都應理解、都應據守的判斷基

礎。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之初，周恩來便代表中國政

府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第一項便是“互相尊重

主權和領土完整”。“主權平等，是數百年來國與國

規範彼此關係最重要的準則，也是聯合國及所有國際

機構、組織共同遵遁的首要原則。主權平等，真諦在

於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主權和尊嚴必須得到

尊重，內政不容干涉，都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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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8 不僅分別代表兩大社會制度的中國和美

國之間要懂得和則兩利、鬥爭兩傷的淺顯道理，而且

所有處不同發展階段，信奉不同制度的大小國家、大

小民族都應尊重、遵循當代人類文明業已積累起來的

基本認知：遠離戰爭、遠離歧視，告別貧窮、告別愚

昧，求同存異、取長補短，和諧包容、共同進步。當

然，中美關係作為當今全球範圍內最大雙邊國際關

係，格外引起人們普遍關注，中美兩國人口佔世界的

23%，經濟總量佔全球的 40%，出口佔全球的 1/5，

對外投資和吸收外資佔全球的 30%，而且一個是最大

存量國，一個是最大增量國，兩國的互補性十分明

顯，只要遵循 2017 年 2 月兩國元首關於“不衝突不

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的共識，朝着健康

積極方向發展就是可以期待的。這中間，雙方應致力

兩個超越：一是超越社會制度的不同，二是超越零和

博弈的傳統思維。9 

 

 

三、中國道路、中國發展 

──具強烈東方哲理智慧的成功探索 

 

(一) 中國和平崛起與文明進程提速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理論創新，正確回答

了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甚麼樣

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甚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

重大課題，不斷根據新的實踐推出新的理論，為我們

制定各項方針政策、推進各項工作提供了科學指

導。”10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及其建設規律，正確認識

共產黨的性質及其建設規律，正確認識新時代新形勢

下的中國發展及其基本規律，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實

事求是，從中國社會現實出發。 

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便明確指出：“我們建

設社會主義，準確地說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這樣才是真正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歷來主

張世界各國共產黨根據自己的特點去繼承和發展馬

克思主義，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

意義。”“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

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

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11 在改革開放

關鍵時刻，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判

斷，關於“姓資”、“姓社”的辯證認定，關於發達

不是資本主義專利的明確主張，令中國這艘社會主義

巨輪及時撥正航向，全速前行。 

改革開放這 38 年令中國初步和平崛起，過去

2001-2015 年這 15 年中國經濟增長 6 倍，其中“十二

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

達 30.5%，居全球第一，2016 年中國經濟總量為 74.4

萬億元(11 萬億美元)，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仍居首

位，高達 33.2%。12 與此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中

國認知、中國思維、中國智慧的主權平等、和平和解、

公理正義、開放包容等大國關係準則和強調創新、協

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的新發展觀、新一體

化、新全球化，正展示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

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3的良

好形象。 

這項巨變不僅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自身的山河

面貌，也深刻地改寫了中國人的思維常態；不僅空前

地提升了國家形象和對外影響，而且也為提升民族自

尊自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正能量。 

走上改革開放新路的中國人從上到下普遍地經

歷了一次空前深刻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方法論洗

禮，越來越多的人懂得，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也是行

動綱領，是奮鬥目標，也是實踐規律。它是歷史經驗

的總結，也是人類智慧的提升，但它不應也不可能終

結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

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為人

類社會發展進步指明了方向；馬克思主義堅持實現人

民解放、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

面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己任，反映了人類對理想社會

的美好憧憬；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

繫及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

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具有鮮

明的實踐品格，不僅致力於科學‘解釋世界’，而且

致力於積極‘改變世界’。”14 馬克思主義的開放

性、包容性、創新性、普適性超出近一個半世紀任何

一種理論體系的影響力。“在人類思想史上，還沒有

一種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了

如此廣泛而巨大的影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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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擁有五千年東方文明豐富積累的中國大地

上，為推翻舊制度和內憂外患付出過巨大代價，奪取

政權後為探索發展道路亦交出過不輕的學費。但肯於

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肯於堅持中國獨特國情，最終

畢竟找出並走上一條真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

長、完善之路。一個人口逾 10 億、國情十分複雜的

發展中大國歷經三十多年奮鬥一躍成為經濟總量超

10 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 GDP 達至中

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8,000 美元)，期間脫貧人口逾 7

億(佔全球脫貧 80%)，實現由普遍貧困經一部分先富

達到初步共同富裕，中國業已成為總數不低於 2 億的

全球最大中產階層國度。這表明在一個人口、面積均

超越歐盟 28 個國家之和、國情之複雜超越世界上任

何角落、任何國家的東方大地上發生的巨變，不僅全

面而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原有山河舊貌和人民大眾的

傳統思維與現實命運，而且業已並繼續改寫着人類文

明進程。 

 

(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效應與價值在全

面提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時代命題是 1982年 10月

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所首創並倡導。他說：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

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

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6 當

然，這也可以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方化、

時代化最新最高成果的鄧小平理論的一項核心內涵。 

根據中共十八大的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道

路、理論體系、制度三大板塊組成。“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

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

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17 這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最鮮明特色，也是最具時代特徵與東方

特徵的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必然選擇。因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

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沿着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是立

於時代前沿、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

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

力的先進制度”。1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可以從經濟、政治、文化等

層面分別加以理解。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權

威的解釋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以社會主義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

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

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實行按勞分配為

主體的多種分配形式，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19這樣新型

經濟發展模式。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權威的解釋是：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

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科

學發展觀；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揚民主，健全

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權威的解釋是：

“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

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

化”21，其中包括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富

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行為準則。 

中共十八大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

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佈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

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2 這三

個“總”字已把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依

據、發展目標和路向指引規定得十分具體、十分完

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東方化、中國化的重要標誌，

更是科學社會主義實踐走向成熟化的重要標誌。 

 

(三) 維護正能量正效應 

歷史地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一是強調

求同存異、團結和諧，二是堅持自強不息、勵精圖治。

辯證地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高智商是善於逆境開

拓、精於矛盾轉化，在永無止境攀登過程中既實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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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幹，在開放開拓、同國際最高標準接軌時匠心獨運

展示自身智慧與才華。人們不應忘記，為了探索適於

自己國情的發展之路，中國也走過彎路，也交出了不

輕的學費。所以，儘管中國已初步摸索出一條適宜於

本身國情民情的前進目標及實踐路徑，但任何情況下

都不能忘記冷靜冷靜再冷靜，務實務實再務實，因為

未來攀登的路仍然艱險，內部有複雜的二元國情、外

部有妄圖圍阻堵截的“敵情”。 

當代中國初步和平崛起的壯觀現實令人信服地

表明：它所選擇的發展路徑是必要而正確的，它所堅

持的制度保障是科學而有力的。為了進一步提升對

“一國兩制”科學性與生命力的認知，為了進一步提

升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意識和愛國情懷，多一點瞭

解、深一點認同甚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分重要

與必要。其實，每個人都以列舉多項理解與感受，但

以下四點似乎不可越過： 

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開放型社會主義，

又是創新型社會主義，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同時

肯於自我完善、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 

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

辯證唯物主義科學認識論並遵循普遍發展規律的社

會主義； 

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文明史上創造奇

蹟最大、改變面貌最快的社會主義，是推行“和”文

化，倡導互相尊重、平等交往、互利共贏並承諾永不

稱霸的社會主義； 

其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二元經濟與二元

社會國情，不迴避現存矛盾並力求以客觀理性思維加

以回應的社會主義，是當代最正統、最權威的社會主

義。  

 

 

四、“一國兩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殊途同歸示範 

 

“面對新的時代特點和實踐要求，馬克思主義也

面臨着進一步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問題。馬克

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闢了通向真理的道

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

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

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23 

鄧小平三十多年前早已認定：“如果‘一國兩

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

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

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24 實行

“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或特別行政區實行“一

國兩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方化、時代化的

一大突出標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創新。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劃時代創新成果，實行

“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社會主義中國依憲依

法建立的新型地方行政區域；是由社會主義國家中央

政府直轄的地方政權；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府直接

管理外交、國防事務的地方；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

府行使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委任權並接受定期述

職的地方；是社會主義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為其依憲制

定基本法並負責對其立法事務實行監督的地方。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主權、維護國家核心利

益下在歷史背景特殊的局部地區保留其原有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地方，是作為國家一級行政單位

享有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司法

權、終審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當然也是傳統優勢和

“一國兩制”優勢疊加，發展潛質與發展空間十分集

中與突出，居民基本權益保障充分與愛國愛區核心價

值觀穩定提升的新型政權構成和新型社會生態、新型

發展模式，其所屬居民與全國人民構成命運共同體、

利益共同體的地方。 

總之，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但這不表

明可以把“一國兩制”政治制度同原有資本主義制

度劃上等號。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居民大多從可見可

聞的社會現實中直觀而具體地感受到，這是一種全新

的社會生態，全新的運行機制，全新的發展模式，它

既不是百分之百的廣義資本主義和原有資本主義，也

不是國家主體部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是集兩大

社會制度優勢於一體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政治是“一

國兩制”政治，經濟是“一國兩制”經濟，文化是

“一國兩制”文化。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初，“一國兩制”偉大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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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正式定型推出後便引起全球性轟動。世紀之交香

港、澳門正式回歸，“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進入

全面實踐迄今已近 20 年，其創新性質與正面形象已

逐漸為國人和世人所熟悉、所認同。實踐是檢驗客觀

真理的惟一標準；堅持在實踐中大膽創新，用創新思

維推動更高水平實踐，更應是有作為政黨、有作為民

族的行動綱領。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現實有

力地向國人和世人證明： 

其一，“一國兩制”是當代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基本國策，是推進國家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偉

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安排； 

其二，“一國兩制”是與國家主體部分實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同步構成的殊途同歸、異曲同工；現代

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義合理存在前提下對其利用、改

造、駕馭，使之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成功演示； 

其三，“一國兩制”是最具代表性、最典型“中

國特色”，是符合當代特別行政區居民意願、利益與

要求，同時也代表全國各族人民長遠利益與共同期盼

的關鍵性舉措； 

其四，“一國兩制”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

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重大突破，是科學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的正確而必然的智慧選擇。 

因而，“認定‘一國兩制’是科學社會主義和馬

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其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與時

俱進與劃時代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方化、

時代化歷史進程的一項典型標誌，毫不誇張，當之無

愧”。25 

“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

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26 “一國兩

制”它為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預見性、普

適性提供了絕佳的佐證。這場在理論、制度、觀念等

領域體現多重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實踐，鎸刻着十分顯

眼的中國印記，閃現出東方文明的光芒。“這是史無

前例的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這是令人震撼的對立統

一、質量互換”。27 

 

五、結語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

兩制”事業，是當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

會制度對話對接、對抗對決中異軍突起、如日中天的

新生事物，是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有史以來最具暴發力

與震撼性的創新實踐。它不僅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

踐模式更具體、更生動、更形象，同時也令馬克思主

義的中國化、東方化、時代化具有令人信服的驗證實

例。 

作為當代中國人，我們感到十分慶幸，因為我們

國家的跨越式快速發展及其發展理念的日趨成熟已

令其逐漸成為國人與世人共同受益的巨大動力源，不

僅直接導致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內涵進一步擴大，而

且也使國家形象和影響力的上升從未有像今日這樣

令人目不暇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祖國

大家庭中，身負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與生命力的

特別行政區必然能越走越順、計日程功。 

作為當代特區人，我們天天生活在驗證新制度新

生活方式的前沿陣地，我們就是“一國兩制”事業的

驗證行為主體，我們所做一切都有助於非特區人包括

國人與外人對“一國兩制”正確理解，我們所作所

為、所言所行都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正相關。 

我們對國家日新月異發展新貌深感鼓舞，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蒸蒸日上引以為榮，我們更以

站在“一國兩制”創新實踐前沿，讓這項基本國策的

正確驗證逐步落實，讓“一國兩制”的驗證實踐更具

可比性、可視性、可感受性，而深感自豪並心存感恩。 

事實證明，我們國家的制度選擇與路徑認定是正

確的、可行的，我們特區的“一國兩制”設計定位與

發展策略也是正確的、可行的。在 50 年不變第一個

1/3 時間段，澳門的實踐成效是跨越式的、來之不易

的。毫無疑問，珍惜現實、珍惜已有進步的同時，要

不忘初心、更要堅定自信、繼續走好未來的實踐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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