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禮港人：一國兩制保港繁榮穩定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主持慶
祝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栗戰書、汪洋、王滬寧、
趙樂際、韓正，國家副主席
王岐山出席。

上午7時53分，習近平
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天安
門城樓主席台。7時55分
許，中國人民解放軍71架戰
機飛向天安門廣場，向黨致
敬，向祖國致敬，向人民致
敬。8時整，慶祝大會開
始，全體肅立，100響禮炮
響徹雲霄。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軍樂團
奏響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鮮艷奪
目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
講話。他表示，今天，在中國共產黨歷
史上，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都是一個十
分重大而莊嚴的日子。我們在這裏隆重
集會，同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慶祝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回顧中國共
產黨百年奮鬥的光輝歷程，展望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習近平代表黨
中央，向全體中國共產黨員致以節日的
熱烈祝賀。

黨和人民絕不會分割開來
習近平代表黨和人民莊嚴宣告，經

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
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
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着全
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邁進。這是中華

民族的偉大光榮，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
光榮，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

習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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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
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
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
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習近平強調，初心易得，始終難
守。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要用
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從中國共產
黨的百年奮鬥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麼
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
續成功，從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堅定、
更加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美好未
來。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堅

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完
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
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
導核心作用。

習近平強調，必須團
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為美
好生活而奮鬥。中國共產
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
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
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
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
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
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
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國共

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
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9500多萬中
國共產黨人不答應，14億多中國人民也
不答應。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
史，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
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
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
實質性進展。

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
習近平強調，必須不斷推進黨的建

設新的偉大工程，牢記打鐵必須自身硬
的道理，增強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的政治自覺，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
不變味，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
堅強領導核心。

相關新聞刊

【大公報訊】7月1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代表黨和人民莊嚴宣告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
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正在意氣風發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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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新的征程上，我們要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任何想把中國共產
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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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莊嚴宣告 落實維護國安法制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
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
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
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9500多萬中國
共產黨人不答應！14億多中國人民也不答應！

堅決粉碎任何 「台獨」 圖謀，共創民族復興美
好未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不負
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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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帥、馬靜北京報
道：在北京參加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觀禮

的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商聯合會會長、世茂集團董事局主
席許榮茂對大公報表示，對獲邀參加慶祝大會感到非常自

豪。中國共產黨關於 「一國兩制」 的提出是一個偉大創舉，
香港和澳門回歸後穩步前行，對於香港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實
現由亂及治、由治而興有絕對的信心。

許榮茂指出，7月1日是中共百年華誕，也是香港回歸祖
國24周年，祖國 「雙喜」 臨門。看到國家變得日益強大，每

一個華夏兒女都會為此驕傲。許榮茂認為，港澳回歸後真正
實現當家作主，在變與不變中穩步前行， 「一國兩制」 展現
出了強大生命力。

許榮茂強調，香港去年開始實施國安法，隨後確立公職
人員宣誓效忠的制度，加上近期完善選舉制度條例正式生

效，一系列舉措從法律和制度上貫徹落實了 「愛國者治港」
的根本原則，確立香港的政治秩序。依靠強大祖國和中共的
堅強領導，香港未來定能乘長風破萬里浪， 「一國兩制」 在
港實踐定會沿着正確方向行得更穩，走得更遠，對於香港在
中央政府領導下實現由亂及治、由治而興，有絕對信心。

百年風華正茂 創造更大輝煌
香港代表團成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鄭翔玲

對大公報表示，香港社會應該真正認識共產黨，只有堅持共
產黨的領導才是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法寶。

談及在京觀禮行程，鄭翔玲表示，6月28日晚的《偉大
征程》文藝演出，29日上午的 「七一勳章」 頒授儀式都讓自
己印象深刻，感觸很深。 「世界上有許多政黨都是曇花一
現，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歷經百年而風華正茂？我想這正
是抓住了 『人心』 二字，才能克服各種艱難險阻，從一個勝
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從一個輝煌走向更大的輝煌。」

鄭翔玲說，7月1日，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舉行，同
時也是香港特區回歸24周年紀念日。香港順利回歸祖國，是
中國共產黨百年偉業的組成部分， 「一國兩制」 是中國共產
黨制度優勢之一。我們必須認清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是香港
利益的最大維護者，守護 「一國兩制」 是全體香港市民的最
大使命。

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大公報訊】7月1日上
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
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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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
祝
建
黨
百
年

實
現
第
一
個
百
年
奮
鬥
目
標

中央治理港澳政策一脈相承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表示，人民是歷史的創
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黨中央，向全國廣大工
人、農民、知識分子，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武警部隊官兵、公安幹警和消防救援隊伍指戰員，向
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向統一戰線廣大成員致以崇高
的敬意。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
胞和台灣同胞以及廣大僑胞致以誠摯的問候。向一切
同中國人民友好相處，關心和支持中國革命、建設、
改革事業的各國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謝意。

未來屬於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
習近平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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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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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表示，未來屬於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舉馬克思主義思想火炬，在
風雨如晦的中國苦苦探尋民族復興的前途。一百年
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一代代中國青年把青春

奮鬥融入黨和人民事業，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先鋒力量。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50多名黨
員，今天已經成為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領導着14
億多人口大國、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執
政黨。

一百年前，中華民族呈現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
衰敗凋零的景象。今天，中華民族向世界展現的是一
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大復
興。

過去一百年，中國共產黨向人民、向歷史交出
了一份優異的答卷。現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
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的趕考之
路。

全體中國共產黨員！黨中央號召你們，牢記初
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踐行黨的宗旨，永遠保持同
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幹在一
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繼續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不懈努力，努力為黨和人民爭取更大光榮！

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
是風華正茂！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有中國共產黨的
堅強領導，有全國各族人民的緊密團結，全面建成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光榮、英雄的中國人民萬歲！
習近平講話結束時，全場起立，現場響起長時

間熱烈掌聲。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結束。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周年大會當天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

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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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表
示，在慶祝中共百年華誕這一重要時刻，
習近平的論述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作

為 「一國兩制」 事業的

創立者、實踐者與維護者，將繼續堅持
「一國兩制」 初心，並繼續完善 「一國兩

制」 制度體系，繼續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
貢獻。

習近平在講話中還強調了落實中央對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以及
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

對此，韓大元表示，在香港國安法實
施一周年之際，習近平強調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韓大元認為，保持香港、澳門

長期繁榮和穩定是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意志
和不動搖的初衷。習近平的講話闡明保持
港澳繁榮穩定的重要性。有關 「一國兩
制」 的論述內涵豐富，是完善 「一國兩
制」 制度體系的根本遵循。

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法學院教
授強世功表示，近一年多來，制定香港國
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過程中，有港
人擔心中央治理香港的政策是否會改變。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
會這一重大場合重申了中央對港澳的基本
方針政策，顯示了中央治理港澳的方針政
策沒有改變，是一脈相承的。 中新社

專家解讀

▼7月1日上午，國旗護衛隊準
備升旗。 新華社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胡錦濤等出席大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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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上午，天安門廣場舉行升國旗儀式。 新華社 ▲7月1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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