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
重要講話，見到中國人
民上下團結一致，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
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
題，而且在國際舞台上

展現了前所未有的自信，高舉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旗幟，推動建設新型國
際關係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謀求合
力應對新冠疫情和全球暖化等人類共同
挑戰，都對我國刮目相看。

常務副會長卓遼志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
中誠摯問候香港特區的
同胞，可見黨對香港的
重視關懷，並且對港人
承諾的「一國兩制」、
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始終

不變。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
的創立者和最強大的後盾。中央一直關
懷香港市民福祉，不斷向前的祖國，正
是港青追夢的最佳舞台，應不負時代、
不負韶華投入建設。

常務副會長王漢昌

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
要講話中，體現對港澳
同胞的關懷，中國共產
黨始終保持「一切都為
香港好」的初心不變，
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

制」偉大構想，香港的前途命運始終與
祖國緊密相連。香港要更加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投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海南
自貿港、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為國
家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常務副會長陳閃

習近平總書記帶我們
回首百年前，創造燦爛
文明的東方古國積貧積
弱，遭列強侵略，100
年後的中國，起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告別了屈

辱和衰敗，現在中國在世界舞台有了話
語權，敢說話、硬起來！中國是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徹底擺脫絕對貧困、實現
全面小康，感謝中國共產黨依靠人民、
執政為民的民本思想，才有這樣的偉大
成就。

常務副會長詹漢欽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
立，自此擔起了救國、
興國、強國的歷史重
任。中國共產黨不斷實
現發展目標，例如大規
模扶貧行動等。這些因

素不斷提升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支持
度。我們要深入領會習總書記的講
話，深刻理解一百年來黨團結帶領人
民進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
創造。

常務副會長兼副秘書長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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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海 南 社 團 總 會 常 務 副 會 長 學 習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 七 一 」 重 要 講 話 感 悟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

話鏗鏘有力、振奮人心，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下稱「總

會」）7月6日在會所舉辦「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學習習近平

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座談會」。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全

體同仁聽了深受教育，內心無比震撼。作為愛國愛港的香

港海南社團總會，堅決擁護黨，擁護「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支持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為深耕基層，

服務大眾，要牢記習總書記重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在李文俊會長的領導下，在各位首長的共同

努力下，總會設立10個地區辦事處，積極建設香港，加深

社區工作。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部分常務副會長受疫情限制無法親臨

座談會現場，但會後紛紛發表了書面感言，體會到習近平

總書記的講話高瞻遠矚、令人鼓舞，為愛國愛港同鄉社團

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位常務副會長表

示，將會在總會會長李文俊的領導下，與各位首長的共同

努力下，積極獻力，建設香港，做好做細做實社區工作。

總會將繼續秉承初心，牢記黨的使命，勇於擔當，在社團

社區共融改革中，與廣大海南鄉親一起，團結互助，匯聚

人心，致力成為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的中堅力量。

●香港海南社團總
會舉行學習習近平
總書記「七一」重
要講話座談會，會
長李文俊、主席兼
秘書長莫海濤、執
行會長云海清，中
聯辦社團聯絡部處
長童本華出席並致
辭，多位總會首
長、各會代表參加
座談會。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
中，鮮明提出了堅持真
理、堅守理想，踐行初
心、擔當使命，不怕犧
牲、英勇鬥爭，對党忠
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

黨精神。我們青年要通過學習，深刻領
會偉大建黨精神的重大意義，在長期奮
鬥中構建起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
系，更好地弘揚光榮傳統，把偉大建黨
精神繼承下去。

常務副會長王韋舜

聆聽習總書記的講
話，更加堅定信念，堅
決擁護偉大、光榮、正
確的中國共產黨、中國
共產黨萬歲！只有中國
共產黨，才能為人民拋

頭顱、灑熱血，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全
面貫徹「一國兩制」、「愛國者治
港」、才能維護國家主權、維護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有香
港的美好未來和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

常務副會長李桂英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
中指出，新時代的中國
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為己任。對廣
大青年的寄語，字字鏗
鏘，飽含深情，充滿對

青年的殷切期望。讓當代青年聽見了使
命的召喚，要增強理論學習的自覺性，
在一座座精神豐碑中感悟初心使命，堅
定理想信念，提升拚搏實幹的自覺力，
方能不負時代，不負韶華。

常務副會長李文慧

中國共產黨開創、不
斷發展「一國兩制」事
業。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和新選舉制度的建立，
開啟了全面落實「愛國
者治港」的良政善治新

時代。始終將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中
共得民心關鍵，香港同樣必須將市民利
益和福祉放在首位，切實「推經濟，惠
民生」，這樣「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
遠。

常務副會長李秉湧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談
及港澳部分，充分顯示
中 央 維 護 「 一 國 兩
制」、維護香港國家安
全、繁榮穩定的決心。
今天的香港，面臨巨大

的發展機遇，也面對嚴峻的內外挑戰。
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更需要社會各
界共同攜手為香港發展盡一份心，出一
份力，以廣大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積極
回應市民對於各種民生問題的訴求。

常務副會長王有靈

歷史川流不息，精神
代代相傳。通過學習習
總書記的講話，我們深
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百
年歷史，更多香港人對
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

識。我期望香港社會各界能夠更全面了
解中國共產黨與港人福祉的關係，從而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全面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
奮鬥中，積極貢獻智慧和力量。

常務副會長兼副秘書長李妮

在談及已回歸祖國的
香港和澳門特區後，習
近平總書記心繫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的大業，重
提會繼續推進祖國和平
統一進程，解決台灣問

題，並且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圖謀，
警告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意志與能
力，這是振奮人心的一番話，我們會全
力支持和擁護！

常務副會長譚鴻明

「千秋偉業，百年恰
是風華正茂。」習近平
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
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
的講話，讓我們無比振
奮和激動。人民生活快

速改善，政府竭盡所能滿足人民對住
屋、醫療、文娛康樂等需求，不斷提升
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國
共產黨以民族偉大復興為初心和使命，
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

常務副會長陳治海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
體現「一國兩制」是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所
做的一切，出發點都是
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和

市民福祉。作為愛國愛港的社團，要堅
決擁護黨的領導，了解黨的施政理念方
針，配合政府改善民生、提升人民幸福
感的工作，服務國家所需，為發展提供
新動力。

常務副會長陳明謙

習近平總書記清楚指
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
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
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
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
使命，讓人深受感動。

在黨的領導下，內地經濟高速增長，社
會民生穩定發展，成績舉世矚目，香港
在不同階段受益於中國共產黨，特別是
「一國兩制」的實施，為香港繁榮穩定
提供堅實基礎。

常務副會長吳榮堃

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
宣示，中國共產黨在新
起點上繼往開來、繼續
前進，也為香港美好明
天注入了信心、希望和
力量。我深感自豪，無

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還是今天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國家逐步實現
經濟躍進，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的新時代邁進，這些均離不開中國
共產黨的偉大領導。

常務副會長李競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
的創造者，更是帶領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航
者。中國共產黨始終代

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將向全面建
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邁進。香港更應從中國共產黨百
年歷史中學習，奮力向前，與祖國一起
擔當民族復興的責任。

常務副會長張雄

百年前中國山河破
碎，國壁民窮；百年後
中國山河無恙，國富民
強。習近平總書記的講
話帶領我們回顧了這一
百年的崢嶸歲月、一百

年的奮鬥歷程，聽取報告期間，我不禁
幾次動容。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共產黨人上下求索、不斷追尋，終
於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的正確道
路，才有了今天美好生活。

常務副會長裴海岩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
話，讓我深切體會到中
國一路走來的發展成就
來之不易，年輕人更要
把握發展機會。習近平
總書記的講話談到了

「未來屬於青年，希望寄予青年」，香
港青年應該肩負起為「一國兩制」事業
奮鬥和付出的責任，不畏艱難，勇敢向
前，一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而奮鬥。

常務副會長周士雄

牢記共產黨初心勇擔當 書寫偉大中國夢香江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