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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国之大者”牢记责任在肩
无党派人士、市知联会会长、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 许京军

7月1日上午，我有幸受邀参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亲眼见证党和国家这一伟大的历
史时刻，心潮澎湃，倍感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
人心，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在
肩。生逢这个伟大的时代，广大无党
派人士更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怀“国
之大者”，牢记使命责任，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秉承与党同心、爱国

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光荣传
统，发挥专业优势和群体力量，发挥
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作用，把个
人理想和事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始终做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相统一。要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模范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
保障国家战略支撑、提升人民健康
水平、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集
众智、献良策、出实招，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汇聚最广泛的力
量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同心向党逐梦辉煌
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市委会主委 张金英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回顾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
史，为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
程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风
雨兼程、艰苦奋斗，让我们无比敬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真理、
矢志不渝，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成就
辉煌，令世人瞩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这一立足中国实际的伟
大政治创造，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
生命力。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见
证者、亲历者、参与者，民进市委会将
以深入的思考和实在的行动作出响
应，自觉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
政党的历史使命。
一是坚定合作初心。我们将毫不

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二是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

我们将以党为师，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持续深化“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深
入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不断增强与党同心、与
党同行的决心与力量。
三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履

行参政党职能。我们将把党派工作放
在国家和天津工作的大局中去思考和
谋划，为破解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献计
出力。把“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理念
转化为“为党分忧、为国尽力、为民尽
责”的实际行动，积极建言资政，认真
履职尽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7月1日上午，九三学社市委会
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实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的重要讲话，我们心潮澎湃，无比
激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建立和发展
统一战线、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同心
奋进的历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温九三学社与中国共
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辉历
程，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对于九三学
社市委会坚定理想信念、更好履职尽
责具有重要意义。

九三学社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同
志的直接帮助和关怀感召下创建
的。九三学社于1952年在天津建立
直属小组。近 70 年来，九三学社
天津市委会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九三
学社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承发扬“爱
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发挥科
技优势，充分建言履职，在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协商以及社会服务方面都取得可
喜成绩，为天津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百年奋斗，圆梦正在今朝。历史
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
造了历史的辉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时，谱写
新的篇章，创造更大辉煌。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九三学社市委
会一定不忘合作初心，永远跟党走，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全市中心
工作，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风雨与共 同心前行
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 张凤宝

一片赤诚心向党
同心共筑中国梦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 黎昌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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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全面回顾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情缅怀革命先
辈的丰功伟绩，热情赞颂党领导人民
绘就的壮丽篇章，是一部闪烁着马克
思主义思想光芒的纲领性文献，是一
篇昭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的郑重宣言，是一面指引党和国家
砥砺前行的思想旗帜，为全体中华儿
女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继续奋勇前进
点亮了灯塔、指明了方向。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
到屹立东方，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从当
初的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互
利共赢、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正义声音；形成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闪耀着真
理的光芒！

纵览百年历史，我们深切地感
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坚强
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和
领路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我们更加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自
豪，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自
觉，更加树牢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自信。各级工商联、商会
组织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要始终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
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
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
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聆
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心潮澎湃，豪情
满怀，更加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不
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
靠的主心骨，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台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
雨同舟，携手前进，共同走过了同心
奋斗的光荣历史，共同谱写了团结合
作的辉煌篇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台盟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最重要
经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立盟
之本。一代又一代台盟盟员始终坚
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为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和祖国统一不懈奋斗。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上，我们要团结带领广大盟员，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继承发扬台盟优良传统，
初心如磐跟党走，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落实“四新”“三好”要求，突出
“台”字特色，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
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天津
台盟的贡献！

坚守合作初心弘扬光荣传统
坚定不移跟党走
台盟市委会主委 刘朝霞

编者按：连日来，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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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跟党走，同心奋进新征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定不移跟党走 同心奋进新征程
——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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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谱
写了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党百年奋
斗历程中的重要篇章，民盟与中国共产党
共历风雨、共克时艰、共襄伟业，为多党合
作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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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百年党史的
波澜壮阔，展望新时代的光明前景，我们
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要坚守合作初心，认真开展好

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强化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自觉。积极引导广大
盟员，充分认识历史规律、切实增强历史
自觉、牢固树立历史自信，着力深化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共识。
二是要提高合作能力，发扬“奔走国

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不断提升履
职水平。进入新发展阶段，天津民盟要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参政履职实践，紧紧

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为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积极建言献策。
三是要筑牢合作根基，以党为师，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通过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团结
带领广大盟员，把“四新”“三好”的要求
落实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关于统

一战线的重要阐述，为统战事业锚定了
历史方位、指引了新的征程。作为统一
战线成员，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天津民盟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梦想、伟大成就、伟大精神，始
终牢记统一战线的坚定方向和时代重
任，接续奋斗不懈怠，砥砺前行再出发，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的新征程中，展现天津民盟的新作
为、新担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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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
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彰显着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历史使命和强烈历
史担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
高举旗帜、自信昂扬的政治宣言书，是矢
志奋斗、接续奋斗的时代动员令。
回首百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气吞
山河的壮美史诗。
70多年前，民建积极响应“五一口

号”，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
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
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创造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堪称人类社会的伟
大政治创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民

建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
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致力

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民建
始终坚守合作初心。在新的征程上，我
们将更加坚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更加坚定地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更加坚定地凝聚共识、画出最大同心圆，
更加坚定地参与和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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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做中国共产党的
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创千秋伟业，恰百年风华。今天，
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
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
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
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
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这一庄严
宣告，令每一名中华儿女胸怀激荡、百
感交集。回首百年，以史为鉴，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
民的选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嘉兴
南湖一路走来，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
间，开创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人民摆脱
了积贫积弱和欺压凌辱，走上了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国
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
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时代赋予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我们多党

合作的初心。农工党有着与中国共
产党风雨同舟的光荣历史，经历了血
与火的考验，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
导，一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进入新
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农
工党始终不忘合作初心，同中国共产
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共
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奋斗前进。
农工党市委会要以中共党史学习

教育为主线，聚焦我市“十四五”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大都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调研议政，建言献策出力，在
高质量履职中展现新作为。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始终坚守多党
合作初心，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新时代多党
合作事业的崭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中华民族
历史、世界历史的重大里程碑时刻，必
将在人类历史长河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义无
反顾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走过了矢志践行
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
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从石库门到天
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坚毅前行，始终把
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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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有力，句句铿锵，高屋建瓴，催人奋
进。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
峰。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人民的领路人和主心骨，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
择，也是各民主党派的选择。
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合作初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拥
护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忠实践行
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引领广大致公党
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扎实参政履
职，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
能力和专业水平；践行“致力为公、侨
海报国”宗旨，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不
断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认真践
行“四新”“三好”要求，做中国共产党
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以奋发有
为的新风貌，为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重温合作初心矢志奋发前行
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 高玉葆

坚定不移跟党走
同心奋进谱新篇
民建市委会主委 李文海

百年航程不忘合作初心
同心筑梦共担时代使命

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市委会主委 曹小红

百年征程话初心信念如磐担使命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市委会主委 马延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
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
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
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
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
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我们感到非常激
动和骄傲，备受鼓舞。100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
斗，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
大成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
景。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
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
愧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今天，天津民革以实际行动表达对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最好祝愿，就是
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
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忘合作初
心，永远跟党走；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阐
述，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
设为基础、以履职能力建设为支撑、以
作风建设为抓手、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
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政党；就是要积极发挥民革优势，聚
焦全市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参政党职
能，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
同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贡献
民革的智慧和力量！

不忘合作初心永远跟党走
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会主委 齐成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