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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各界齊心獻禮 一連20天黨慶盛事啓幕
　7月1日，由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全港各區工商聯等

主辦，30余個團體協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

年」大型公益系列活動，在香江國際大廈隆重啓幕，亦

「百幅將帥藝術家大型書畫展」正式面向全港民眾展

出，讓各界人士共同回顧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程，共同祝福偉大的黨帶領中國

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共同邁進新征程、奮進新

時代。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為香港同胞帶來「一

堂生動的黨史教育課」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

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創造了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中國共產黨開創了

「一國兩制」事業，發展了「一國兩制」事業，捍衛了「一

國兩制」事業，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這部壯麗史

詩。

　作為香港民間最大型的公益系列慶祝盛事，以「習近

平總書記：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

一百週年」為主旨，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主題，貫

徹《關於在全社會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

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的通知》。以會議懇談中國共產黨偉大

建黨精神，「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

氣概；以歷史展覽弘揚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普及中共一大

到中共十九大歷史、「七一」建黨節由來等等；以建黨百年

紀念特刊推動香港各區人士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共同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書畫展覽深切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為黨和

人民事業建立的不朽功勳，繼承和發揚他們的崇高風範，從

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以座談會學習「習近平總書

記：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

局」；結合影音視頻將百年黨史與紅色港史有機融合，以多

種方式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打造

「一堂生動的黨史教育課」。

　為期20天的活動中，該組委會將面向全港各大商會和

社團，免費派發建黨百周年紀念特刊，組織多場黨史學習交

流分享會，展覽資料亦將在香港各大院校巡迴展出，通過活

現的黨史圖片和歌頌建黨百年華章的書畫作品，全景展現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

來的偉大飛躍。讓廣大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可以深

入瞭解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歷程，築牢愛國愛港社會基

礎，進一步增強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對偉大祖國的歸屬

感以及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開國領袖將帥後代齊支持 百位將軍書畫齊獻禮
　大會主席團顧問由毛澤東主席之姪女毛小青、開國元

帥朱德之孫朱全華、國務院原副總理陸定一之子陸健健、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德生之子李南征將軍、開國大將陳賡

之女陳知進、開國上將賀炳炎之女賀北生伉麗、開國上將陳

再道之女陳冰兵等擔任；獲得了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李大釗之孫女李小玲、開國元帥彭德懷之姪孫張峰伉麗、開

國上將陳奇涵之兒媳雲曉蘭、開國上將韋國清之子韋肖毅等

數十位開國領袖將帥的後代支持，不僅為展覽提供祖父輩的

珍貴書法作品，也通過視頻送上祝福和期許。他們紛紛表

示：我們堅信，伴隨祖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進

程，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掌舵領航，有包括港澳

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團結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實踐一定能續

寫嶄新篇章。

　書畫展覽匯集了錢國樑上將、李乾元上將、裴懷亮上

將、景學勤中將、徐根初中將、李棟恆中將、王兆海中將、

郭玉祥中將、程寶山中將、蒲榮祥中將、葛煥標中將、王福

中中將、姜吉初中將、趙興發中將等近百位將軍、部長的作

品，以書言志，以畫傳情，用手中的畫筆書寫篳路藍縷奠基

立業的一百年，為黨的百年華誕獻禮添彩，更有中國四大名

筆之一費新我、國學大師文懷沙等著名藝術家的書畫作品同

步展出。

主禮嘉賓分別手持「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特刊，象徵

黨慶系列活動拉開帷幕：組委會執行主席，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發起

人之一 拿督斯里 吳達鎔 教授（前列左5）； 組委會共同主席，

中國僑聯副主席，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第十

一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盧文端博士 GBM JP（前列左4）； 組委會

共同主席，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楊孫西博士 GBM JP（前列

右4）； 香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 王小靈（前列左3）； 組

委會常務副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中央議會主席 拿汀斯里 吳慈

欣 教授（前列右3）； 組委會常務副主席，第十屆全國政協民族和

宗教委會員委員，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葡萄牙

共和國駐香港特區名譽領事，澳門特區經濟委員會顧問 蘇樹輝博士 

ComM （前列右2）； 組委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暨議事規則委

員會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行政議會主席 謝偉俊 JP（前列左

2）； 組委會副主席、北京市青年聯合會原副主席 邵律（前列右

1）； 香江會匯天下董事總經理 楊莉瑤（前列左1）； 第九、十、

十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原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

長 楊耀忠 BBS JP（後列右4）； 香港聯合交易所原副主席 馮志

堅（後列右3）； 全港各區工商聯執行主席 楊凱山博士 （後列左

4）； 全港各區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 陳金霖 MH JP（後列左3）； 

全港各區工商聯秘書長兼永遠會長 張偉儒（後列右2）； 全港各區

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 吳為贊博士（後列左2）； 組委會常務副主

席，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主任 吳志勇博士（後列右1）； 組委會副

秘書長，澳門市民日報顧問 陳亮瑜（後列左1）。

嘉賓進行黨史學習交流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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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紅色精神賡續新時代 推進中國故事和聲音的

全球化表達
　大會組委會執行主席、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發起人之

一拿督斯里吳達鎔教授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百年征程

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用光輝歷史涵養初心使命，

用紅色文化賡續精神譜系，用信仰之光譜寫時代華章。此次

活動是中國香港首次匯集近百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

將帥及後代，和政要賢達、藝術家的大型書畫作品展，是學

習共產黨百年奮鬥歷程，學習共產黨人初心如磐、使命在

肩，傳承中華民族文化，彰顯愛國愛港力量。

　吳達鎔教授說到，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發

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不斷賦予「紅色精神」新的時

代內涵。以此為起點，我們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人文交流活

動，更好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

文化人，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

神、蘊藏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展示豐富多彩、生動立體的

中國形象，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全面、

系統、生動、立體地展示中國共產黨百年的光輝歷程、偉大

成就和寶貴經驗，綻放新的時代光芒，為時代長征路提供強

大引擎。

　　築牢愛國愛港社會基礎 香港全面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組委會共同主席、中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博士指出，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大背景下，在全國包括香港範圍內開展中國共產黨史、新

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學習教育工作，對

於全國人民凝神聚力參與到國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義。

　盧文端博士強調，一切政治制度，其最終目的就是要

有利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能夠造福民眾。香港要更好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圍繞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

量，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視角進行

學習和研究，把握「十四五」規劃、「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值此「第一個百年」，希望香港各

界同胞能夠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

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知。相信在中央支持下，

香港定能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重新出發，市民能夠安居

樂業，社會定將更加繁榮，大放異彩。

　　詮釋中國力量 中國好世界才更好
　組委會共同主席、第十至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

博士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中國向全世界展示出

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全中國人民也向世界展示出了無比

的團結和凝聚力。中國向多國派出醫療救援小組，真正詮釋

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價值觀。中國是新冠疫情發生以

來第一個恢復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此同時，香港從疫情和

社會動盪中逐步復蘇。

　楊孫西博士感言，在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

義發展史中，都有著香港濃墨重彩的一章。讓全國同胞瞭解

香港在我國百年探索發展中的作用，對香港社會發展有無比

積極的作用。「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

好」，在當下愈發具有現實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

的，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

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

在」。讓我們堅守初心、努力奮鬥，把中國共產黨開創的

「一國兩制」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共沐祖國新征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組委會副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會行政議會主席謝偉

俊介紹到，本次展覽資料將在香港各大院校巡回展出，通過

學黨史、閱愛國故事、讀榜樣事跡等，引導廣大香港青年把

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起來，把實現人生理想融入到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之中。

　大會通過多方位全方面的活動，展現中國共產黨百年

來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壯美歷程，在以習

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昂首闊步邁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之

壯麗畫卷。

　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已在香港連續五年舉辦系列黨慶

公益大型活動，該組委會將每年在港舉辦多種形式的愛國愛

港活動和黨史宣講交流會等，積極推動香港同胞參與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響應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融入中

國新發展，開創美好未來。

　活動由香港天泉鼎豐集團全力贊助、香江會滙天下贊

助展覽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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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政協委員 邱威廉 26.甘肅省政協委員 吳

季驊 27.甘肅省政協委員 周玫秀 28.甘肅省政協

委員 王其武 29.組委會副主席，世貿聯合基金總

會監事長 王家麟教授 30.組委會副主席，世貿聯

合基金總會名譽主席 葉毅生教授 31.組委會秘書

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常務監事長 葉毅邦博士

32.組委會秘書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亞太)常務副

主席 洪啟騰 33.組委會常務副秘書長，香港共產

主義研究會秘書長 吳海峰 34.組委會常務副秘書

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亞太）秘書長 劉佩思

35.組委會副秘書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主席 梁

仲權醫生 36.組委會副秘書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

副主席 梁潔瑩博士 37.組委會副秘書長，世貿聯

合基金總會副監事長 何珍宜 38.組委會副秘書

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香港）秘書長 邵偉賢

39.組委會副秘書長，羅山派體育會榮譽會長 林明

波 40.組委會副秘書長，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副秘書

長 嚴卓傑 41.組委會委員，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

司工程總裁 敖少興 42.組委會委員 超卓(香

港)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楊位基 43.組委會委員 林

文惠 44.組委會委員 黃世基 45.組委會委員 吳

逸儒 46.組委會委員，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副秘書

長 劉自強 47.組委會委員、香港共產主義研究會

委員 曾德松 48.中国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

事 洪麗孟 49.中銀國際董事 吳哲棟 50.香港共

產主義研究會副秘書長 李淑華 51.天泉鼎豐集團

股東 李梅珠 52.安盛金融有限公司經理 劉沛嘉

53.鴻圖文化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闞怡松 54.觀塘

工商業聯合會秘書長 容婉珍 55.香港國際拍賣行

董事 黃嘉鴻 56.美嘉印刷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 洪郭章華 57.永亨針織(香港)有限公司主

席 劉梅曲 58.滙財資本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欣琪

59.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主席 廖宇軒 60.金隴

(香港)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忠 61.國際工商聯

合會主席 左丹紅博士 62.香港工商地產精英總會

主席 陳志寶 63.Super X 執行董事長 李攝俠

64.Royal DIVA 執行董事 徐鳳秀 65.醫委會名譽

會員 陳德晉博士 66.俊佳投資集團執行董事 吳

錦標 67.東方之珠文化學會會長 陳美珠 68.新聯

銀行行政總經理 高偉俊 69.滙豐銀行財務經

理 高曼平 70.金麗幼稚園前校長 李燕秀 71.新

光歐化傢俬設計師 黃亞英 72.創興銀行業務經

理 馬順如 73.惠輝貿易公司執行董事長 楊輝燦

74.中國蒲公英教育機構主席 皇甫星

⾹港30餘團體慶建黨100周年系列活動隆重開幕⾹港30餘團體慶建黨100周年系列活動隆重開幕⾹港30餘團體慶建黨100周年系列活動隆重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