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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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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渠道优势 促进友好交流
许扁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会长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

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让我极为

感动。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

海外侨胞始终与祖（籍）国荣辱与

共，紧跟祖（籍）国发展步伐默默

奉献。长久以来，中菲两国在各个

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发挥海外

侨胞的渠道优势，发扬恋祖爱乡

的优良传统，为促进中菲友好交

流作出应有贡献。

为华侨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张博尼泊尔博卡拉华人华侨协会名誉会长

作为侨界一员，在多年从事

中国和尼泊尔的文化交流过程

中，我深刻体会到祖（籍）国的强

大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的心理感

受和现实意义。我最想说的是，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周围，为我们国家华侨

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树立发展信心，实现科技惠民
郑立谋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激荡人心、催人奋进。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砥砺奋进，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壮丽

篇章，激发了企业家在新的发展

实践中的新担当、新作为。社会

的进步、国家的繁荣和科技的发

展滋养着企业，艾德生物乘着深

化改革的春风，取得了快速发

展，近 5 年来实现收入、净利润、

纳税等指标年均逾 25%的复合

增长，每年为我国数十万肿瘤患

者提供精准诊断服务，让更多患

者获得更精准的治疗、更长的生

存期、更好的生活质量，并逐步

确立了国际品牌，成为国际知名

的肿瘤精准医疗伴随诊断龙头

企业。回顾企业发展历程，艾德

生物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良

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发展的伟

大实践。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

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实现科技

惠民，为新时代的经济转型和发

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何侃厦门市荣誉市民、德国飞扬商旅集团总经理

作为长期旅居德国的海外华

人，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走过的百年历程，是艰苦卓

绝、更是光荣与辉煌的一百年。在

百年的奋斗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

飞跃，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要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为实现国家进一步富强和人民普

遍幸福，在各自不同的平凡岗位上

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受到鼓舞、信心倍增
蔡青娜北美华人华裔寻根协会会长

看了在北京举办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活动仪式，

尤其是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给我们华侨华人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中国共产党是个伟大的党，是个领导

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党！

感党恩，念党情
薛瑞勇英国苏格兰华人青年会会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带领 中国人民推翻帝国、封建、官僚

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家乡故事
林品梅法国福建同乡联合会会长

庆祝大会现场既简朴又隆

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真是让

人感动万千，在场的人和我一样

都是热泪盈眶。看完整场活动，我

既感动感恩又有满满的自豪感，

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身为一

位中国人、一位侨胞我真是骄傲！

作为一名海外社团负责人，我不

会忘记初心，将牢记侨心侨力的

使命，为海外住在国同胞服务，

为中外尤其是中法两国的友

谊、文化交流做宣传，发挥好桥

梁作用。我会讲好中国故事，讲

好福建故事，讲好家乡故事，让

更多的世界人民了解中国。

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文化交流
蔡臻蔚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秘书长、

厦门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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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寄语

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引领

着中国人民在波澜壮阔的历

史进程中不断壮大，中华民族

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

大复兴。作为一名海外华侨，

我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工

作，穿针引线发挥桥梁作用，

促进文化交流，为祖国发展贡

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准备着：为共产

主义事业而奋斗！奋斗正青

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柯鸿景新加坡泉州青年商会会长、

第二期海外华商“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学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我观看了在北京召开的建

党 100 周年庆祝仪式，心潮澎

湃，倍受感动。作为海外华人，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取得

的成绩与成就，我深感骄傲与

自豪。“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

程”，祝福我们的祖籍国繁荣昌

盛，祝愿新中两国友谊长存。

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
郭卓明德国福建商会执行会长、

2021 年海外华商“一带一路”暨中国国情研修班学员

100 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国

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

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

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

动地的奋斗史诗。我们盼着祖

（籍）国越来越强大。“一带一

路”的发展，中国的富强，中国

梦的实现，绝不仅仅关乎国内，

也关乎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

我们海外侨胞今天自豪无比，

深深感受到祖（籍）国发展强大

带来的变化，赞叹祖(籍)国翻天

覆地的建设成就，更为自己是

炎黄子孙感到自豪！值此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德

国福建商会特恭贺祖国之树屹

立不倒，祖国之花永不凋谢，祖

国之水万古长流！

祖国强大让海外华人扬眉吐气
叶周永巴西华人协会代会长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

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

执政 70 多年、拥有 9500 多万党

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得

到 14 亿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拥

护，也赢得了世界很多友好国

家的赞誉和支持。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强大的中国就没有巴西华

人华侨扬眉吐气的今天。巴西新

冠疫情蔓延时，为了帮助我们侨

胞抗击新冠疫情，祖（籍）国各级

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支援抗

疫物资，多次举办慰侨活动，使我

们更深切感受到党的温暖关怀。

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生日

快乐！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

远昌盛！更加辉煌！

祖国是人民最好的保护伞
林兢新北美洲福建同乡团体联合会秘书长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我的心情很激

动。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100 年

的光辉历程，中国在党的领导

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

天的中国，是人民最好的保

护伞。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

将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今天迎来党的 100 周年

生日，在此祝中国共产党生

日快乐！再创辉煌！祝祖国繁

荣富强！

深耕厦门共筑复兴梦
吴敦明 SM中国区总经理

作为侨资企业，SM在 20 世

纪 90年代进入厦门，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伟大百年征程的参与者、见证者

和实践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经过改革开放的开拓进取，中华

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繁荣

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每一位爱

国华侨华人心中都有一颗建设

家乡、报效祖（籍）国的种子，我

们将继续发扬爱国爱乡的精

神，助力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牢记侨商使命展示厦门新形象
于志强厦门市侨资企业协会会长、

英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我浮

想联翩，不由自主地将党光辉的

百年历程与我现在投资耕耘的城

市厦门联想在一起。厦门城市的

发展进程与党的发展同方向、同

步伐，1921 年中共建党，陈嘉庚先

生也同年创办厦门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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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回归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城市在这一

进程中举足轻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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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蓝集团投资建设的厦门英

蓝国际金融中心是目前国际上最

高水准的国际金融中心建筑群，宏

丽的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建筑群将

在中共新的百年征程伊始建成，向

两岸和世界展示厦门面向未来的

新时代城市形象，成为拥抱台海，

迎接台湾回归的“凯旋之门”。

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抗击世界

反法西斯并取得伟大胜利。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领

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许许多

多共产党员为保护国家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献出宝贵的生

命。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开放至

今，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使得中国经济体量稳居

世界第二，中国人民过上了更

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新冠病毒在世界上发现

传播至今，中国共产党不仅

带领中国人民联防联控抗击

疫情，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

的胜利，而且还帮助世界各国

人民共同抗疫，在人类共同抵

御自然灾害疾病史上留下了

极其突出的历史贡献。中国共

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取福利

的政党，是团结世界人民为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

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