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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已達到小康。香港背靠國家非常幸福，沒口罩
國家提供，沒水飲國家提供，疫苗不足國家優先供
應。他祝願大家共同分享國家發展榮光，分享國家
騰飛的成果，分享香港回歸喜悅。

許願樹拋寶牒為黨慶生

昨日上午，許願樹廣場一片熱鬧的氣氛，在奏響國歌後，
來自不同團體的 100 名義工揮動國旗、區旗緩緩走入廣場，
並砌成「100」字樣，其後鑼鼓聲起，100 隻麒麟在廣場共
舞，向黨的百年華誕送上祝賀。其間，兩架無人機將國旗及
區旗帶上晴空，現場人士齊唱《歌唱祖國》、《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100 位嘉賓又在許願樹拋寶牒許願，祝福
中國共產黨生日快樂，祝願祖國未來 100 年繼續繁榮昌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九龍各界慶典委員會、九龍社
團聯會昨日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堂主辦「賀建黨百年 慶香港
回歸」活動，通過鼓樂、歌曲、舞蹈等精彩豐富的文藝表演，
與九龍區市民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分享香港回歸 24 周年
的喜悅。
在活動開始後，香港青少年軍總會護旗隊手持國旗、區旗進
場，場內隨即奏起國歌，全場肅立，高唱國歌。
九龍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徐莉表示，中
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血淚史，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
中國成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構築了輝
煌的中華民族抗爭史。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
國，國家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每個中華
兒女都應銘記於心、引以為傲。香港從來都與祖國唇齒相依，榮
辱與共。她祝願祖國國運昌榮，香港繁榮穩定，堅信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
香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郭亨斌，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等出席同慶。

國泰民安。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特區政
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大紫荊勳賢張學明，活動召集人
兼大埔鄉委會主席林奕權等賓主出席活動。林奕權表示，國
家今日之強大及國民生活水平提高，與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
導是不可分割的。他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
團結一心，不忘初心，使命在心，一定能克服困難，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徐英偉表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國家在社
會、經濟、科技等各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令我們港人感到
無比的驕傲與自豪。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讓香港走進新時代，
只要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定能穩步發展。

● 啟動禮上演出精彩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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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
華誕，也是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紀念
日。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以「賀建黨百
年 慶香港回歸」為主題，舉辦啟動系列
慶祝活動，與廣大市民一同慶祝這雙喜
時刻。系列活動啟動禮昨日上午於會展
中心舉行，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李家
超，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何靖，中
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副署長李江
舟，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光
源，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政
委蔡永中，各界慶委會首席會長莊紫祥
擔任主禮嘉賓。莊紫祥表示，這是香港
首次將回歸紀念日與中國共產黨生日一
起慶祝，並指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
便與香港有密切聯繫，國家始終支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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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各界辦文藝表演賀雙喜。
。
▲ 百隻麒麟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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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展示的超巨型國旗創下紀錄。

南區各界遊巴士慶建黨百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熱烈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和香
港回歸祖國24周年，香港南區各界聯會、南區建設力量昨日在港島南區舉
辦「國安 家安 慶回歸」巴士巡遊活動，聯會理事長、南區建設力量主席
陳南坡、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鄭港涌等人登上巴士，由華貴邨出發開往香港
仔、石排灣、海怡半島、鴨脷洲邨、置富、利東邨、華富邨、黃竹坑等，
沿途向市民揮動國旗區旗，歡呼慶祝口號，讓南區市民共享歡慶和喜悅。
陳南坡表示，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帶領全國人民實現站
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年奮鬥，砥礪前
行，成就輝煌。共產黨人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使得香港 24 年
前順利回歸，回歸以來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辦得 ● 南區各界巴士巡遊為黨慶生
南區各界巴士巡遊為黨慶生。
。
到、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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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界各界慶委會、西貢區各界聯合
會、社區應急輔助隊聯合舉辦，由民政事務總署支持
的「賀建黨百年 慶香港回歸大型國旗展示活動」昨
日舉行。是次展示的超巨型國旗長 30 米，寬 20
米，由 100 位義工展開，覆蓋了整個體育場館，創
下了室內展示最大國旗紀錄。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陳積志蒞臨主禮，逾 400 位特區政府和中央
政府官員、社區領袖、義工參加，共度歡慶日
子。出席人士還欣賞了醒獅、小龍隊打鼓的精彩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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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各界百隻麒麟獻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瑞獸麒麟能夠帶來吉祥，在
喜慶日子新界村民舞麒麟慶祝更是傳統習俗。為熱烈慶祝中
國共產黨和特區政府生日的雙喜之慶，新界各界慶委會聯同
大埔各界協會昨日上午在新界大埔林村許願樹廣場主辦「麒
麟獻瑞賀百年」活動。鑼鼓聲中，100 隻麒麟共舞，將吉祥獻
給中國共產黨、獻給祖國及香港特區。

九龍各界文藝匯演迎回歸

● 兩輛花車分別在港九
兩輛花車分別在港九、
、新界巡遊
新界巡遊，
，與民接觸同歡
與民接觸同歡。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民建聯花車巡遊寓意香
港重新出發。
港重新出發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隊

與

民
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啟動禮一開始，全場肅立，奏唱國
歌，其後多名主禮嘉賓致辭，並

進行觀看主題短片、歌曲表演等活
動。儀式尾聲，主禮嘉賓點燃火炬，
由 8 名青年代表接過火炬，開啟「薪火
相傳」接力跑活動。
與此同時，豐富多彩的系列活動亦正
式開始，包括慶回歸免費電車乘車日，
百艘漁船在維港慶典巡遊，150 多輛巴
士、小巴和電車以「賀建黨百年 慶香港
回歸」作為車身裝飾穿梭在大街小巷
等。

李家超：黨成就令華人驕傲
李家超在致辭時表示，建黨百年
以來，國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無論在經濟、社會、文化、體育、
科技等領域都取得輝煌的成就，令
所有華人感到驕傲和自豪。香港在
1997 年 順 利 回 歸 祖 國 ， 是 其 中 一 個
豐功偉業。他指，為保留港人熟悉
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國家提出了

港，從來都是香港最堅強後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文森

同慶
天
普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香港漁民團體聯會為
表達對國家的感激之情，昨日舉辦「賀
建黨百年．慶香港回歸」漁船維港巡遊，發
動逾百艘漁船巡遊。約8時30分開始，巡遊漁船從
青洲附近水域出發，圍繞維港巡遊 3.5 小時，沿途於中
環摩天輪、會展以及尖沙咀文化中心對出水域慢駛，與市
民分享黨慶及回歸的喜悅，並方便市民拍照留念。

掛各式標語彩旗場面熱鬧

參與巡遊的漁船中，帶頭三艘漁船分別作重點特色布置。第一艘漁船
在船的兩側裝設長22米、高7米的大型花牌，寫着「賀建黨百年 慶香港回
歸」大字，兩旁掛上闊11米、高8米、內容為國旗及區旗的大型畫布。
第二艘漁船在兩側也裝設長25米、高4米的大型畫布，書上「齊奮鬥 築偉
業」大字，冀與大家共勉，望各行各業共同奮鬥，共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
業。 第三艘漁船在兩側裝設長25米、高4米的大型畫布，書上「漁子心 百載情」
大字，以此點出漁民對中國共產黨多年來的感激之情，並表達愛國愛港的情懷。
其他漁船則掛上「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胸懷千秋偉業 恰是百年風華」「完善選舉制度 發展優質民主」「香港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榮穩定 漁業持續
發展」等各式慶賀標語。所
有巡遊漁船都在船的四周掛上國
旗、區旗及各式彩旗，場面熱鬧。
此外在香港仔、長洲、筲箕灣、屯門、大
埔及西貢等各漁港，及多個海魚養殖區內，不少
漁民也響應是次巡遊，在漁船及魚排掛上國旗、區
旗及各式彩旗。在香港仔、屯門和長洲，漁民更特別在
街上或
漁船上豎
起寫上「賀
建黨百年 慶
香港回歸」以及
「漁子心 百載
情」的大型花牌，
希望各位市民能感受
並分享他們慶祝中國
共產黨百年華誕的喜悅
之情。
▲▼ 漁船巡遊維港與
市民分享節日喜悅。
市民分享節日喜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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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開創性構想，黨是
「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
者、踐行者和守護者。
他說，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
年和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的重要時刻，
「就讓我們以那一份崇高的民族自尊、
堅定的理想信念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確保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陳冬：港對國家發展貢獻大
陳冬在致辭時回顧了香港以其特殊經
歷融入中國共產黨百年壯麗史詩的歷
程。他指出，香港在國家革命、建設和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獨特作
用，作出了重大貢獻，香港同胞在觸摸
和融入國家蓬勃發展的脈動中，不斷增
強對偉大祖國的歸屬感、對中國共產黨
的認同感和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他說，中國共產黨接續奮鬥的非凡
歷程和偉大成就，讓我們從中汲取砥

礪前行的自信和力量。有中國共產黨
的堅強領導，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
有「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香港同
胞一定能夠與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
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
大榮光！

莊紫祥：東方之珠將更璀璨
莊紫祥在致辭中表示，去年中央政府
出手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今年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一系列重大舉措將香港的
烏雲驅散，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一
國兩制」重回正軌，市民歡欣鼓舞，對
未來倍添信心。他指，中國共產黨制定
並堅定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並
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發展完善，令「一國
兩制」成為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
堅信香港未來可期，東方之珠必將更加
璀璨。
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中央駐港
機構代表、政商界領袖及各界代表近
600 人出席啟動禮。
●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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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慶香港回歸
慶香港回歸」
」系列慶祝活動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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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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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發展無限
港青機會良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參與「香港各界
慶典委員會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暨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系列活動啟動禮的嘉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都紛紛表達對香港和祖國的美好祝願。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表示，過去兩年香港一度遭遇動
盪，變得不似香港，幸好有香港國安法及時撥亂反正，讓
市民安心放心，同時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
港」，杜絕後患。今天香港恢復光輝，值得慶祝。他認為，
香港未來要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各領域融合均
有很大發展空間，「以保險為例，可以在大灣區部分城市開設
試點，讓內地顧客不過境也能購買香港的醫療保險。」
香港科技協會會長林至穎表示，他昨早聽完習近平總書記
的講話，感受頗多，認識到國家從一窮二白的過去走到富強繁
榮的今天，是依靠共產黨人堅持不懈的精神。他認為，現在是
好時代，有各項大灣區政策加持，擺在香港年輕人面前有很多機
會，只待大家奮鬥爭取。

●龍子明

●林至穎

各界慶委會啟動系列活動 賀建黨百年慶香港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慶賀中國共產
黨成立 100 周年、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以及民建
聯成立29周年，民建聯昨日舉辦「賀建黨百年，慶
香港回歸」花車巡遊。兩輛花車在港九、新界分頭
巡遊，大隊先在大圍舉行啟動
禮，新界專隊途經大埔、上水等
不同地方，港九花車則在港島、
九龍多區巡遊，與市民接觸。花
車設計簡單而隆重，寓意香港重
新出發，早日騰飛，路路暢通。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陳勇、
陳克勤，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連同
多名議員與市民見面。民建聯在
舉辦今次的花車巡遊時亦嚴格按
照防疫規定，車上最多4人同行。
陳勇表示，中國共產黨帶領全
中國人民由極端苦難、危急關頭
一步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人民生活逐漸

百船遊維港 花車巡街道

民記花車巡遊冀港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