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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热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勇当时代先锋助推两岸合作

吴家莹：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佳好集团（厦门）有限公司董事长

很荣幸受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100 年风雨

兼程，是一部浩瀚而伟大的奋斗

史，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

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我们所关心的台湾问题

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

指出：“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

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特别是突出强调“强大能力”，这

昭示着两岸关系最终走向一定

是统一。

历史赋予重任，时代催人奋

进。作为一名台商，我将牢记肩上

的使命与任务，勇当时代先锋，做

祖国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参与者，

做两岸融合发展的贡献者，做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在奋

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

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台商

台胞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常怀感恩之心 与祖国共发展

杨毅融：厦门市政协常委、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中怡国际集团

董事会主席

我和许多香港企业家一样，

是祖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参

与者和受益者。在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 周年之际，回首走过的路，

我心怀感恩。

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

年，我们国家取得脱贫功坚战全

面胜利，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决定性成就，新冠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国内生产

总值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一

步。这些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成就，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取得的。

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香港

“四中心一枢纽”的定位，以及粤

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为香港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很好的

机遇。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

点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刻，香港同

胞要珍惜、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

机遇，与祖国同发展共繁荣，在

大湾区发展中，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在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中，发挥好香港独特优

势。

用实际行动拥护“一国两制”

洪顶超：福建省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厦门十大最美

爱心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香港也迎来了回归 24 周

年。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

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

香港回归后能长期保持繁荣稳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

到、得人心的。100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抗击新冠疫

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我们坚

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相

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

十四亿中国人建设新中国。我们

始终相信，只要筑牢“一国”底线、

发挥“两制”活力，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香港将能够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的明天也

一定会更加光辉灿烂。

中华儿女和衷共济 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李金莲：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副理事长、香港安美旅游有限公司董事

长、厦门十大最美爱心人物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

绝的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要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

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关心重视

香港同胞福祉，促进香港经济繁

荣发展的大政方针没有改变。香

港只要抓住机遇，坚决拥护中央

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

治权，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

安全，坚决维护香港社会安定稳

定，就能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更好地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发展新机遇，与所有中华儿女

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共创民族

复兴美好未来。

展望光明前景 共祝繁荣昌盛

苏建华：澳门厦门联谊总会会长、中奥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

见证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一百

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

祖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我

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强大的祖

国，是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最大

的靠山。衷心祝贺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万岁！祝祖国繁荣富强！

牢记侨商使命助力厦门发展 于志强：厦门侨资企业协会会长、英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七一当天收看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聆听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由自主地将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与我现

在投资耕耘的城市联想在一起。

厦门城市的发展进程与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同方向、同步伐。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嘉庚

先生同年创办厦门大学，毛泽东

主席赞扬陈嘉庚先生“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厦门是华侨爱国精神

的重要承载地。中国共产党已开

始新的百年征程，两岸和平统一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经济特

区作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

台，在这一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作为厦门新时代建设参

与者，我们将牢记侨商使命，坚决

贯彻厦门市委市政府金融产业招

商、建设两岸金融中心的号召。

期盼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张家麟：孙文学校金门学院院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年华旦，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华民族实现全面脱贫，由富国走

向强国之实践，伟大中国复兴强

大，主导世界和平发展，不受外国

欺压的重要日子。在这举国欢庆

的日子，期盼海峡两岸早日实现

和平统一，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两岸共圆中国梦 一起争当圆梦人 蔡弼凯：厦门国贸嘉和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厦门大学

金门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福建首批公开聘用台湾专才

作为一名求学、从业、定居

在祖国大陆的金门同胞，一直

以来，我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

对在厦生活的金门同胞亲切关

怀，享受到祖国给予的优待，我

倍感幸福，也为我是中国人而

骄傲。

未来我将牢记肩头使命与

任务，为实现两岸人才共享、融

合创新、产业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我也会跟众多的两岸青

年一起，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和志向传承下去，开创下一个

百年的辉煌。我坚信，中国一定

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

创造引领时代的伟大传奇，实

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

最后，再次祝愿祖国繁荣昌

盛、国泰民安、民族复兴，两岸

共圆中国梦，我们一起做圆梦

人。

祖国发展日新月异 海外侨胞深受鼓舞

尤建民：缅甸掸邦腊戌福建同乡会会长、缅甸缅玛金铭珠宝公司董事长

历史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到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

日新月异，在短短的几十年就发

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

航天、科技、高铁、桥梁、军事、海

洋、农业等各个领域都创造了

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让世人

刮目相看和敬佩。

祖（籍）国是海外侨胞的坚

强后盾，海外侨胞愿与祖（籍）

国人民一起在前进征程上不断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为促进多

领域交流合作作出不懈努力。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伟大时刻，身在海外的华侨

华人深感振奋和鼓舞，衷心祝

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

安，祝愿祖国继续进步和发展，

“一带一路”的伟大宏观走向世

界，并祝祖国早日实现统一大

业，早日圆中国梦！

同心绘蓝图共铸中国梦 王泉成：厦门市政协海外特邀人士、新加坡华源会会长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探索、顽强

拼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百年光阴，星空依旧，中华

大地已是沧海桑田。这个当年

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政党，今天

已经是拥有 9514.8 多万名党员

的世界第一大党。

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相信中国共产党将与中国人民

一道，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建党百年铸辉煌成就不忘初心谱更美篇章 陈军：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荣誉会长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

过了百年宏伟历程！回首过去，

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历史虽然辉煌，但毕竟已是

历史。新的征程就在前面，未来

的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每

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坚决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积极参加新一轮

“赶考”，争取考出好成绩，为开

创第二个辉煌的一百年而努力

奋斗！

中华儿女共襄盛会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翁国宁：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融邦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

非常荣幸能成为中国共产

党百岁生日的见证者。作为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的参与者，我坚信，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带领

全体中华儿女，加快步伐向第二

个百年目标迈进，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指日可待。

作为在海外发展的侨商，我

备受鼓舞，并对未来事业的发展

充满信心。在这个伟大光荣的进

程中，我们华商华侨一定不忘初

心，不忘祖（籍）国，积极主动发掘

住在国的各种资源，让各国人民

互信互敬，共享和谐世界恩泽。

虽然身居海外 始终心向祖国 林全南：日本爱媛县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

我们虽然身居海外，但心向

祖（籍）国。我们这些人，都是祖

（籍）国改革开放之后走出国门

的，因此可以说，我们是祖（籍）

国改革开放“红利”的分享者。

就我本人而言，我是唱着“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

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等歌曲出生成长的一代。因

此，不管身居何处，身上带着

“共产党的新中国”的烙印。我

们海外侨胞将继续以自己的

亲身体会和亲眼所见帮助住

在国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以

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

（籍）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努力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状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