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盛典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

2021年7月2日 星期五 责编：哈欣叶勇

11

���a���a�������
��������������������
�	����������a
�������
������
������a�		
���
�����	������a����b�
���	��������������
��������b����������
	
�	�����	��������
�����������	�����	���
�
�������	��������a
���	�	���	�����������

o���
��������p������
�	������	���
�����
��������	��������a�
��	���������a���
���

�����
����
b

���	a������������
��
�������������a
���a������
��������
������������a����������
�������	�b�
��������
�����b�
����aJ��a	���
������a�����������a�
���a��������o
���p��a
�����������������������
����a�����a������
��ao
���p����������b

���������	b�����
���������������	�����

���������
��������
�����a����b

���������
�
���	
�����������������
�
b�������������
���	��	�����������
�������	���������

���b

�����������������
��a����������b

������������
���
������b����������

�����
���o�
�p�o��p
������������������
��������������b�����
��������������

����
��
o
�����p��	����
�	�����
�b���������
��
�����������
�a

������������������
��b

��������	���������
��������o��
p��b����
������������������
���������
��
����

�������������
�����
��o�p�o����p����
��
�
���������������
�
�����������������
�����������o���
�����
�
��p�����
�o���a���p�
�����������
��������
����b�		�����������
��������a�
a��������
a��a�����������a���a�
���������
���
a��a��
�����
��b

���������
������
�
���������
�������o
��
�p����a������	��������
������������������
��
������������	����
�
���	��������	�����
������a��������������
���	������
������
�����������������a��
������������������	��
������
��a�
���������

�	���
��������a���

���	��
�����������
���������������a���a
������	�����a��	����
����	b

��	�����
�������
�����������������
����a	�	����	���
�������
��������b

���u
�����
����v��

�b

��� � 	�� 
	� 	
� 
�


��������������

�	������������
�����
���������������������	������������
�����b�����

�����
���������������
������������a����������a���
�����������
��������
��������	��o��
���p���	a���
��
��������������������������	
b

���������
���������
� ���������
�

��a���a������� ��	a������ ����a���a������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多国政党政要纷纷致电致函习近平总书记，热烈祝贺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盛赞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
就，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的百年辉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
长金正恩表示，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
朝鲜劳动党全体党员、朝鲜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尊敬的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以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兄弟的中国
人民致以热烈祝贺和同志般的亲切问候。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中国党和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彻底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成功抗击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极大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实现了过去数千年来史无前例的变革
和奇迹，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正确选择和保证。朝
鲜党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相信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习近平
总书记同志周围，沿着新的胜利道路全力前进，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卓越成就。朝鲜劳动
党愿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毫不动摇地把双方共同的社会主义
建设伟业奋力推向前进，使之永葆生机和活力。衷心祝愿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身体健康，在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得更大
成就！衷心祝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
昌盛，中国人民生活幸福！

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表示，值此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之际，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致以最诚挚和最热烈的祝贺。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
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开启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新篇章。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
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改革开放事业，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兄弟的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正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当前，在
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演变背景下，越南革新和融入国际事业与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都进入关键阶段。巩固和推动越中友好与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日益向好发展，既是历
史责任，也是客观要求，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有利
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我愿同您一道，继续
关心指导双方各层级、各部门、各地方贯彻落实双方高层达成
的协议和共识，推动越中传统睦邻友好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迈上新台阶。祝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带领中国人民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功！祝越中两党两国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取得更多成果！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表示，值此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政府
和老挝各族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党、政府
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
断发展壮大，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代表中国人民根
本利益，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
险阻，历经革命和战火洗礼，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伟业。特别是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成功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
定了坚实基础。总书记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顺应各国共同愿望，获得了广泛
赞誉和认同，正逐步付诸伟大实践。兄弟的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
成就，有力证明了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的英明和
正确，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蓬勃生机和英
雄气概，全面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磅礴伟力和光明前
景。我们谨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而全面
的成就予以最高度评价和最热烈祝贺，这是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
路推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宝贵经验和巨大鼓舞。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值

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古共中央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中国和中国
共产党证明，在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坚持理想与信念的前提下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您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
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光荣事业的延续，代表了社会主义与本国
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飞跃。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
坚定不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不懈打击腐败、消除贫困，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
进，实行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准则的外交政策。我们感受到了中
国人民对追赶时代潮流、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贵党波澜
壮阔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坚韧不拔的能力与品格
使其不仅能够克服每一个困难与挑战，还能够提出并实现重大
目标。我们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
民将继续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前进。古巴新一代领导人将矢志不渝继承60多年来不
断推动古中友好的政治意愿和人民意愿。
此外，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阿富汗

总统加尼，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塞内加尔争取共和联
盟主席、总统萨勒，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总统卡加梅，南苏丹苏丹
人民解放运动主席、总统基尔，几内亚人民联盟—彩虹联盟创始主
席、总统孔戴，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
席、总统马杜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
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
府总理李显龙，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政府总理哈西娜，安提瓜
和巴布达工党领袖、政府总理布朗，格鲁吉亚政府总理加里巴什维
利，墨西哥参议长拉米雷斯，黎巴嫩力量党主席贾加，韩国共同民
主党党首宋永吉，葡萄牙社民党主席里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全国
书记阿切尔博，智利争取民主党主席穆尼奥斯，加拿大自由党前领
袖、前政府总理克雷蒂安，塞尔维亚前总统塔迪奇等。

国际社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的百年辉煌
走过百年奋斗光辉历程
迎来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现场和平鸽展翅高飞。 新华社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7月1日在北京
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多国人士表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
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经济社
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
史上书写了壮丽篇章。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球发展与
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指
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带领
中国人民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等突出成就，极大提升了
人民福祉。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教授汉弗莱·莫希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决策部署有力执
行，这些优势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得到进一
步体现。

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唐纳
德·鲁沙布瓦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等重大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思表示，建党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如今，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等为其他国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

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助理大臣、政府新闻发言人机
构主席帕西潘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各领域
取得了伟大成就，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好生活。中国为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称赞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断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
出贡献。他说，在中共领导下，中国成为倡导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的有力推动者。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科教中心中国—中亚研究
中心联席主任斯韦特兰娜·科日罗娃说，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
就。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
等，对各国携手创造更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