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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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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中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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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国人士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减贫事业增强了信心，各国应学习和借鉴中国宝贵的
发展经验。他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定会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说，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都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已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我衷心
为中国人民感到高兴。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表示，中国共
产党始终把提高人民福祉放在首位，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
等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
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了重重
挑战。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球减贫事业增添了信
心，为各国推动包容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和借鉴。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赛义德·乔杜
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令人振奋。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坚定
地领导中国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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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一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越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知名
经济学家武大略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人民谋幸福，这是
中共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原因。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这为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注入了更多动力。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万赛表
示，中共十八大以来，现行标准下近 1 亿中国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表明，没
有什么困难能难住不断为人民美好生活奋斗的中国共产
党。作为社会主义邻国，老挝感到骄傲，也更坚定了本国
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信心。

伊朗德黑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好麦特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
智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值得全球
学者深入研究，尤其值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

阿根廷国立罗萨里奥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卡拉·奥利瓦
表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带领
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全党团结
奋斗、持之以恒的结果。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

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学教授图尔苏纳利·库
兹耶夫表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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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亘古未有的伟大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极具价值的发展经验，也为新冠疫情笼罩下的世界注入
信心和发展动力。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必将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参与记者 吴丹妮 倪瑞捷 陈威华 赵焱 章建
华 高文成 李浩 蒋超 毛鹏飞 黄硕 蒋声雄 蔡
国栋）

赞叹中共伟大成就

祝福中国美好未来

—
—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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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叶心可 陈占杰

意大利共产党全国书记毛罗·阿尔博雷西日前
在罗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坚
持人民至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为世
界其他执政党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阿尔博雷西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积累的经验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亮点，中共在国际共运历史上
树立了重要标杆。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能够
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根据现实和不断发生的
变化调整政策。他说，中共从现实出发，提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
展的问题，这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

阿尔博雷西认为，中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
仅用现实的态度对待国际共运的历史，也同样用现
实的态度对待现在和未来。

谈到中国的脱贫成就，阿尔博雷西说，中共把
人民福祉置于中心位置，短时间内就将很多人认为
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成了现实。中国同非洲等地
区开展的经贸合作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推动当地
生产和出口，也同样为当地获得发展、摆脱贫困提
供了帮助。

阿尔博雷西高度评价中共领导的抗击新冠疫
情斗争。他说，中国一直通盘考虑抗疫和经济发
展，这使中国在其他国家仍忙于抗疫时就让经济得
以重启。中国始终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应对挑战，同
时为他国抗疫提供帮助，体现出中国与各国共同应
对疫情的坚定信念，这一做法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
形象。

阿尔博雷西表示，如今各国间相互关联、相互依
存的程度前所未有。应对疫情及其他挑战都需要进
行全球性、综合性、多边性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领
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中共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重视多边主义，这与美国推行单边
主义、搞“小圈子”甚至意图发动“新冷战”形成鲜明对比。直面政治和文化现
实、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正确方向，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会为
人类带来任何贡献。

阿尔博雷西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及意中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方
面的合作。他说，这一倡议具有包容性，为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增进关系、实
现共同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谈及意中两国关系，阿尔博雷西表示，意中两国都对人类发展作出了贡
献，两国和两国人民继续保持牢固关系十分重要。“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双边关
系，意大利共产党愿为此努力。” （新华社罗马 7 月 1 日电）

中共坚持人民至上

在世界范围内树

立非常好的榜样

—
—

访意大利共产党

全国书记阿尔博雷西

这是 6 月 30 日拍摄的正习高速芭蕉互通（无人机照片）。7 月 1 日，贵州省遵义市正（安）习（水）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正习高速公路横穿乌蒙山区域，途经正安、桐梓、习水 3
县，全长约 130 公里。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贵州遵义正习高速全线通车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
族历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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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2021，百年岁月峥嵘，中国共产
党在接续奋斗中迎来百年华诞。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走过苦难辉
煌的过去，走在日新月异的现在，走向光明
宏大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高度评价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庄严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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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概括“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
党精神”，全面总结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九个必须”，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在新的
赶考之路上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
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
想性、理论性，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
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
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救
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中，各种“主义”、各种“方
案”，都尝试过了，但都以失败收场，“四万万
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道出了
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之情、忧国之心。中国
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
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我们党就始
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
为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
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这个主
题，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
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
领人民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
胜利。为了这个主题，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
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
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
正确方向坚定前行。为了这个主题，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
壮歌。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成为贯穿我们党
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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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我们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以
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
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自力更生、发愤图
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
就，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
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
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
代！我们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以英
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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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
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
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领导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
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系、命运所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根本保证。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
路，我们壮志在胸，豪情满怀！过去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
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
赶考之路。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以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