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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李月華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主席

參觀「百年偉業」展覽 感受百年奮鬥的磅礴力量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香港

回歸祖國24周年之際，我懷着激動的心
情，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觀「百年偉
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
主題展覽」。展覽上，一張又一張老照

片，記錄着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每一個歷史瞬間，勝過千
言萬語。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着中國人民，砥礪前行，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歷程中
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從南湖紅船到八一槍聲，從井岡號
角到長征壯歌，從抗日風煙到建國大業，從改革春風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共產黨始終初心不改，帶領中國人民走
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建設改革道路，走進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新時代，開啟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新征程。
我認為，此次「百年偉業」展覽的六大部分「救亡圖存」
「開天闢地」「改天換地」「翻天覆地」「驚天動地」及
「東方之珠」，通過860張珍貴圖片，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

年奮鬥征程，以及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聯繫，很好地弘揚了
愛國主義精神，激發香港市民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貢獻
自己的力量。香港市民過去很少有機會認真細緻的了解中國
共產黨的歷史與發展進程，以及建黨以來所經歷的艱巨歷
程，此次展覽能夠更好地增強香港市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正確
認知，對維護「一國兩制」有深遠影響。
展覽還通過高科技光影技術，以立體視頻和VR虛擬實境
等方式，讓市民穿越「長征會師」「遵義會議」等歷史場
景。展覽同時展示山東號航空母艦、遼寧號航空母艦、彈道
導彈、坦克車及戰機等模型，吸引了很多香港市民，尤其是
青少年的觀看體驗興趣。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此次展覽有逾
40名香港青少年主動擔任導賞員，每日輪流負責向巿民講解
展覽內容。每位青少年導賞員都會負責一個區域的講解工
作，為了能讓觀眾了解到歷史背後的故事，青少年導賞員們
花費大量時間熟讀各個時期的歷史，並用通俗易懂語言向市
民講解，保證市民在任何時候都能獲得準確的歷史故事。此

類展覽應該走進香港中小學校，讓更多的香港青少年更全面
的認識國家的國情和現況，有助於鼓勵香港青少年抓住機
遇，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實現個人人生理想的同
時亦為國家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此次展覽更系統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至今所付出的艱

辛與取得的成就，整個展覽猶如一部立體的黨史書，記錄着
一個百年大黨砥礪奮進的崢嶸歲月，我們將從黨史中汲取力
量，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昂首奮進嶄新征程。
香港的命運，一直與祖國緊密相連，尤其這次展覽涵蓋香

港的篇章，例如《南京條約》留給中華民族的屈辱與傷痛、
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曲折艱辛，和香港回歸祖國時的自豪與
激動。我相信，在香港國安法的護航下，香港已步入由亂及
治的新階段。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我深感自己責任重大、使
命光榮，未來我將繼續團結愛國愛港力量，立足香港自身優
勢，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要機遇，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施維雄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百年大黨真心為港
港人更應感恩惜福

7月1日，賀建黨百年，
慶香港回歸，香港沸騰
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
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

發表重要講話時特別提到，我們要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落實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
定，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本人作為香港市民，聽到這段話，心情特別
激動，這是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特區和人民的莊
嚴承諾。回首自己經歷的歲月，我見證了中國
共產黨領導國家走向繁榮富強，見證了香港
順利回歸，「一國兩制」方針沿着正確航向
行穩致遠，見證了每逢香港特區和人民遇到
困難險阻，黨和國家從物質到機制提供了救
急紓困、全面長遠的幫扶和保障……香港特
區繁榮穩定，源自中國共產黨真心為港、真
心幫港。香港人民安居樂業，更應廓清眼

界、感恩惜福。黨和祖國，始終是香港特區
和人民的堅強後盾。
進入2021年，本人欣喜地發現，越來越多

香港市民對黨和國家始終支持香港特區表示感
恩，積極主動去了解認識中國共產黨，明白到
香港要有穩定的環境和光明前景，必須要完全
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一百年一路前行，共產
黨人初心不改；一百年一路同行，中國人民真
心擁護。
作為中國人，作為香港市民，作為政協委

員，在接下來的時間，本人要堅持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平台上忠誠履
職、發光發熱。通過自身在內地和香港的30
多年創業經歷，面向香港特區的新一代，闡述
好黨的宗旨和制度優勢，講好中國故事；通過
撰寫提案和建言獻策，以實際行動支持國家和
粵港澳大灣區走向新一輪的高質量發展；尤其
要通過各方合力，為香港人民搭建思想認同和
回歸的平台，激勵特區新一代主動了解國家和
大灣區，勇於走出香港，讓無數個體的成長發
展最終聚合為貢獻國家的磅礡力量，助力黨和
國家走向更輝煌的明天。

陳閃 海南省政協常委 香港文昌社團聯會創會會長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
我們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針，落實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全面管治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一百年的艱苦拚

搏，由一窮二白的貧窮國家發展成為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為14億多人民帶來安全
感、獲得感及幸福感。尤其在扶貧和抗疫上，更充分體現中
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社會主義制度優越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能帶領中華民族走
向共同富裕的有力證明。中國共產黨矢志為人民謀幸福，為
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捍衛了「一國兩制」事業。2019年爆發修例

風波，一身黑衣的暴徒，被打砸洗劫的商鋪，瀰漫着黑煙的
道路、停滯的交通、流血受傷的警察，不幸身亡的無辜民
眾，期間的場景，很多人可能都在各種媒體的報道中看到
過，令人心痛。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反中亂港分子
中，甚至有些是立法會、區議會議員，他們頂着「治港者」
之名，公然阻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甚至與外國勢力勾結，妄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
去。好在香港有祖國的堅強後盾，制定香港國安法，並完善

選舉制度。國安法可安香江，是繼基本法後，中央為香港專
門制定的第二部重要法律，徹底改變了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
長期「不設防」的狀態，開啟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新
征程。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港獨」組織土崩瓦解，「港
獨」頭目或被捕起訴或潛逃，社會安寧重回香港，成為香港
由亂入治的重大轉捩點，「一國兩制」重回正軌，使香港能
夠實現長治久安。
過去24年，中國共產黨不斷豐富發展「一國兩制」理論
和實踐，將「一國兩制」從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
「重大課題」，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
和「顯著優勢」，以香港治理的成就豐富了黨在新時代治
國理政的內涵。面向未來，在國家不斷推進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過
程中，中央將繼續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一
定能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更好落實中央
全面管治權，更好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更好保障香港
居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利。
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了強國復興的新時代，今天的香港已

經跨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階段。香港社會全面了解和認
識國家的基本制度，正確對待國家的執政黨，全面確立與
「一國兩制」相適應的維護和尊重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基本制
度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僅是維護香港憲制秩序的應有之義，
更有利於「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有利於香港在國家發展
大局中找準定位、扮演更積極角色，通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續寫香港嶄新篇章。

風雨百年路，奮鬥鑄輝煌。中國共產
黨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已於7月1日
在北京圓滿舉行，習近平總書記當天
擲地有聲的講話言猶在耳，筆者至今
回想起來仍覺心情激動，備受鼓舞，
而經多天反覆思索後，更多了一重深
刻沉穩的體悟。其間，總書記在談到

香港時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維護特區社會大局穩定，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這是中央對治港方針政策的重申，也是他心懷香
港同胞，對香港下一階段如何踐行「一國兩制」提出的明
確要求。今天，重溫習總書記講話，讓作為政協委員的我
更堅定「一國兩制」信心，對全面貫徹落實執行此非凡之
制更具信念。
百年以來，中國實現了從積貧積弱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從封閉半封閉邁向全方位開放的
歷史性跨越，這是幾代人的辛勤付出，來之不易。中國共產
黨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不忘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不忘為
民族謀復興的使命。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中國
共產黨就沒有國家與民族的復興，更不會有祖國今天的繁榮
昌盛；沒有共產黨也就不會有「一國兩制」，也不會有香港
的順利回歸以及回歸後的繁榮穩定，更不會有香港今天的撥
亂反正、重回正軌的穩定局面。
如今，我國正處於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香
港的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亦與中國共產黨密不可分。
回首往昔，不論是「三趟快車」「東江水供港」，還是
香港回歸後出台的一系列惠港政策，都體現了中國共產
黨一以貫之心繫香港同胞，為港人謀福祉。中央出台香
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更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港人安居
樂業的最堅強後盾。
作為「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
者，中國共產黨一直賦予香港重要功能定位，提供廣闊的發
展空間。習總書記是次講話，更加堅定了港人對「一國兩
制」的信心，讓我們堅信，只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一國
兩制」初心使命，堅持「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就能確保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事實證明，中央對香港的支持與關懷，是其得以保持繁榮
穩定的重要源泉；「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安排；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是香港繼續發展
的唯一正確道路。我深信，憑藉中國共產黨超凡的自信與能
力，必將帶領與捍衛「一國兩制」在探索中不斷前行，期盼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美好
未來，香港繼續書寫「一國兩制」的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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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蔡志忠 山西省政協常委 香港專業地產商會會長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筆者有幸參加共產黨
100周年大型主題展覽，並成
為席上嘉賓，回顧共產黨百
年偉業，思潮起伏，久久未

能平靜。共產黨有9500多萬名黨員，是世界
上最大的政黨，黨員人數比許多國家的國民還
要多，領導一個這麼大的政黨不容易，帶領一
個14億多人口的國家更加不簡單，不得不佩
服領導人的智慧與魄力。
共產黨由1921年建黨到內亂戰爭；從國共

合作擊敗日本侵略到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
和國；再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21年全面脫
貧建成小康社會。這一路走來，中國人民從受
到外人侵略欺壓，到真正站起來、富起來、強
起來，非常了不起，值得驕傲與自豪！
共產黨百年豐功偉績，帶領中國走向繁榮富

強。對於香港而言，共產黨開創了「一國兩
制」，讓香港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香港憑

着獨特的優勢和先天的條件，以及作為中外合
作交流的重要橋樑，得以繼續並擴大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香港人應該要感恩。對於部分港人
對現實不滿，那是因為對某些事物有不同理
解，要解開心魔，必須從兩個認同和兩個接受
開始。
首先，港人必須認同香港已經回歸中國，認
同香港人就是中國人；然後，應該接受中國對
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人必須接受及遵守
香港國安法。有了正確政治觀念，不參與違法
行為，香港社會自然就和諧很多。以後港府也
可專心施政，關心基層，搞好經濟民生，尤其
是房屋政策，蓋更多不同類型房屋，做大地產
塊餅，做大香港塊餅，吸納更多外資公司及優
質移民，充分照顧香港基層人士的就業和居住
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起初世界各國束手

無策，直到疫苗出現才開始有所緩和。然而中
國一早就控制得非常好，這種嚴重的傳染病，

必須有強大的執行力和嚴格強制隔離，才能有
效控制疫情，看起來只有中國做得最好，中國
擁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工業生產鏈，不但可以自
給自足，而且還能夠幫助他國。香港也開始見
到曙光，期望盡快通關。
香港是一塊福地，回歸祖國24年來，經歷
過不少風風雨雨，無論政治也好，經濟也
好，難免迂迴曲折。這麼多年來，港人憑着
堅毅意志，發揮獅子山下精神，總算一關過
了又一關，克服種種天炎人禍，風雨過後見
彩虹。
今後，香港在祖國懷抱裏，所謂大樹下面

好乘涼，港人應該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
遇，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將香港打造成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強化人民幣離岸中心，提
升國際法律仲裁中心等。同時也要根據自身
獨特的文化優勢，全方位開放香港國際都
市，大幅增加優質人口，力拚香港GDP更上
一層樓。

共產黨百年偉業 值得驕傲與自豪

任暉 雲南省政協委員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長
風雨百年，飄搖的紅船，

終成遠航的巨輪。回望歷史
的風雲變幻，有使人受到鼓
舞的奮不顧身，有令人振奮
的前仆後繼。在浩瀚的中國

共產黨黨史中，總有一些人成為矗立不倒的豐
碑，讓今天的我們在回頭看時，能夠得到取之
不盡的力量。也總有一些事蹟，涵養着中國共
產黨的百年精神傳承，讓今天的我們在向前進
時，能夠得到最豐厚的滋養。一代又一代青
年，用人生最寶貴的青春，築牢了國家發展的
根基、寫下了民族復興的基因，從而成為我們
無往不利的財富，讓我們在新征程中，始終有
新力量、新目標。
在依然鮮活的歷史中，有太多令人感動的事

蹟，積澱成為引人向上的精神。我們看到，時
代在不停地變遷，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
命，始終一如當初和從前。
在百年風雲變幻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如同一場人人都參與其中的「接力跑」，而一

代又一代的青年，則成為躍躍欲試的生力軍。
幸運如今天的我們，只需四顧環望，便能夠發
現令人振奮的成績。在航天事業中，於一次次
失敗中突破，得到傲立於世的航天成績。在脫
貧攻堅中，於一個個難題中深耕，得到世界矚
目的脫貧成果。在抗震救災中，於一方方廢墟
中挖刨，給予生命最極需的力量。在疫情防控
中，於困難艱險中逆行，讓恐慌在無數人的堅
守中消退。
在近代史的記錄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

和國家，在不同時期所面臨的考驗與挑戰，更
增加了對先輩們的仰慕與敬意。在困難與衝擊
中，中國始終走在正確的方向上，用堅毅勇
敢，譜寫了「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金子」的
讚歌，展現出了在時代磨礪中的堅韌與不屈。
從而讓中國一步步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今天的我們，面對着空前複雜的國際形勢，

在科技上被「卡脖子」，在經濟上被設障礙，
在政治上被「潑髒水」，這些都是新時代向前
發展的荊棘，也都是我們需要直面的環境。面

向未來，我們需要在歷史中找到力量，去衝破
新時代的藩籬。從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
中，樹立自己的優勢，找準自己的方向。在這
樣特殊的時期，我們需要不斷積澱能量，以待
未來「衝天一擊」。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華民族是歷經磨

難、不屈不撓的偉大民族，中國人民是勤勞勇
敢、自強不息的偉大人民，中國共產黨是敢於
鬥爭、敢於勝利的偉大政黨。建立正確的文化
觀、人生觀、價值觀，匯聚起青年人的磅礴之
力，銳意進取，埋頭苦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早日實現。
百年積澱，你我傳承。在歷史的長河中，有

波瀾壯闊，也有歲月崢嶸。讓我們在自己的崗
位上，擔起重任、傳承精神，不斷為新時代增
光添彩。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堅定信念、強化
信心，在新時代作出更多新成績，用自己的點
滴奉獻，為建黨100周年獻禮。讓我們，用全
身心的投入，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再創
新輝煌。

傳承百年奮鬥精神 共建民族復興大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