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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赵文君）《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和纪念封29日
在北京发布。中国邮政将于7月1日发行《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0枚，纪念
封1套1枚。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是建党
周年系列邮票中发行枚数最多、表现内容最广、发
行规格最高的一套。邮票采用连票设计形式，内
容分别为：开天辟地、峥嵘岁月、中流砥柱、伟大胜
利、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制度奠基、自力更生、改
革春潮、对外开放、世纪腾飞、科学发展、摆脱贫
困、全面小康、强军兴军、扬帆远航、信仰、伟业、攻
坚、追梦。邮票特别使用两色红荧光油墨，以红
色、金色为画面主基调，运用油画写实手法表现，
并采用连绵不断的飘带贯穿整体，寓意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纪念封采用党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金色
字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标识、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大型漆壁画作品《长城颂》等
作为表现元素。

6月29日，工作人员在发布仪式现场展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和纪念封。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纪念邮票和纪念封在京发布

北大红楼旧址重开放：

一批珍贵文物
见证“红色序章”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张漫子）修缮
后的北大红楼旧址29日起重新向公众开放，“光
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
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览也于同日亮相，丰富的
图片、文物带领观众追寻红色起点，传承红色血
脉，汲取前行力量。

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一座以红砖
砌筑、红瓦铺顶的楼体建筑静述着红色的历史烟
云，这座建筑是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的
北大红楼。这里曾是北京大学校部、一院（文科教
学楼）和图书馆的所在地，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开
展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新文化运动、五四
运动在此相继展开，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
孕育诞生。

29日上午，来自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清华
大学等多家单位的参观者提前预约、分批次进入
北大红楼进行参观学习。

走进红楼一层旧址复原的“五四游行筹备
室”，旗帜宛然，条桌整齐。五四前夕，北大学生在
这里准备游行时需要的旗帜、标语，学生领袖罗家
伦在此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曾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的119室，悬挂
着李大钊亲笔手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笔法苍劲有力。1918年10月到1922年12月，李
大钊在此工作。

同日向公众开展的主题展览共设置了67个展
室，展出图片958张、文物1357件，其中，展出的文
物原件有550多件，特别珍贵的文物70多件。其
中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是李大钊1919年9月在
《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件。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馆长
黄春峰介绍，此次展览围绕李大钊、陈独秀、毛泽
东等早期建党人物，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
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

一名学生观众告诉记者，触摸历史旧迹，在历
史场景的还原中重温那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与信
仰，是一次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今天的年轻人
应当牢记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时期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播思想火种 铸文化伟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出版专题展”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史竞男）中宣
部举办的“播思想火种 铸文化伟业——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出版专题展”6月29日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展览围绕建党百年主题，设置序厅、5个主展
区、3个专题展区，集萃展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
出版文献档案、经典出版物版本，共展出展品1万
余件套，其中重点展品1100余件套。展览全方位
回顾了百年来党领导出版工作走过的光辉历程，
充分展示了出版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据主办方介绍，展览将着力打造出版界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和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的重要
课堂，激励广大出版工作者永葆初心、勇担使命，
在党的领导下谱写出版强国建设新篇章。

有关出版单位、行业协会、新闻媒体代表参加
了开幕式。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在中国共产
党迎来建党百年之际，世界多国政党政府
领导人和友好人士致电致函习近平总书
记和中共中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
伟大成就，期盼携手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
世界。

蒙古国总统、蒙古人民党前主席呼日
勒苏赫向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致
以热烈祝贺，表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
繁荣富强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铸就了
中国辉煌历史，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
导下，中国共产党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征程中取得更大成就。

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向习近平总
书记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祝贺，表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民族解放伟大
胜利，走上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道路，制
定长远战略目标并奋勇前进，取得了令世
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坚信亚中互利合作
将不断巩固和深化，进一步造福两国和世
界人民。

赤道几内亚民主党主席、总统奥比昂
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探索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经济
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取得前所未有
的辉煌成就。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国际
和平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和全
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

巴布亚新几内亚潘古党领袖、政府总
理马拉佩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推
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使中国成为实力强
劲、科技发达的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丹第四世国王旺楚克表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中国从一个贫穷落
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之国，中国取
得的光辉成就令世人敬佩。作为亲密的
邻居和朋友，我们祝愿中国繁荣昌盛、人
民幸福美满。

黎巴嫩未来阵线主席、候任总理哈里
里表示，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和人民

利益制定各项发展政策，带领中国跻身世
界强国之列。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共
产党在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同时，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公
平正义。

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班邦
表示，中国共产党与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业
已建立起互惠互利的良好关系，这将进一
步促进两国合作蓬勃发展，造福两国和世
界人民。

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主席科
恰诺娃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国家发展
领航掌舵，历经时代考验，推动中国经济
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中国人民建
设强大、独立、包容国家的中流砥柱，得到
了全体人民的拥护。

爱尔兰众议院议长奥法乔尔表示，中
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摆脱绝对贫
困，赢得国际赞誉。实践反复证明，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解决重大挑战方
面有着无穷的力量、热情和智慧。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领导人、参议
院执政党团领袖瓦西姆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领导中国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成
功消除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
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推动建设更加开
放、包容和平衡的国际体系。

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运动党主席、内
务部长武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不仅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世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成为
世界强国，为全人类发展进步带来福祉。

斯里兰卡自由党主席、前总统西里塞
纳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发挥卓越的领导力，在国家治
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创
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期待向
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更多治党理政经验。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主席、前
总理普拉昌达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是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领导中国人民摆脱
绝对贫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推进全球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社会党国际主席、希腊前总理帕潘德
里欧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
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成功消除绝对贫
困，在应对一系列挑战上展现出非凡的韧
性和智慧。社会党国际愿同中国共产党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建设更加美好
的世界。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亚
秋里表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证明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不断丰富和发
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摆脱
绝对贫困，建立起日益完善的医疗体系、
教育体系以及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等，实
现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总书记马吉
达拉尼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创造经
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促进中国实现高水平的繁荣和进步，并为
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付出了巨
大努力。

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主席阿玛
尔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中国共产
党坚守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取得举世
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并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
支持世界和平发展，重视维护全人类利
益，这在团结支持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得到充分体现。

此外，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汤加国
王图普六世，尼泊尔联邦院主席迪姆希
纳，埃及前总理沙拉夫，马来西亚民主行
动党主席陈国伟，吉尔吉斯斯坦“祖国”社
会党主席捷克巴耶夫，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爱国联盟双主席拉胡尔、巴菲尔，黎巴嫩
全国对话党主席马赫祖米，也门改革集团
总书记阿尼斯，乌克兰人民公仆党主席科
尔尼延科，丹麦共产党主席赫丁、国际书
记蒙泰罗，英国新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布鲁
克斯，刚果（金）争取重建民主人民党驻华
代表马贝雷，马来西亚马中友好协会会长
马吉德，英国英中贸协主席古沛勤等。

国际社会热烈祝贺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8日面向
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人民标尺——从
百年奋斗看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对于报
告内容，多国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
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为中国擘画发展蓝图，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
成就，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相关经验值得
其他国家政党借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
刚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
人民放在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最根本出发
点上。这种人民至上的理念，贯彻到中国政
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
中国共产党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
恩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在加强党的建
设，开展反腐败斗争，意义重大，人民对中共
政策的信任更加坚定。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
希尔说，中共在革命、建设中不断取得丰硕成
果，其秘诀之一就是强调并践行人民至上理
念。只要心里装着人民，把人民利益放在最
高位置，就一定能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
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中国共
产党践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为全世界很
多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
纳伊朱指出，中共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从实
际情况出发制定国家的长远规划，在执行过程
中强调专注、纪律和辛勤努力，不急功近利，这
是中共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
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和重重挑
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取
得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

老挝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宋吉说，在中
国国内，中共带领人民共同奔向更美好的生
活；在国际社会，中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谋求各国共同发展。中共政策内外贯通、
一致，令世人信服。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
主任泽米尔·阿万指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
产党为中国脱贫攻坚战制定有效政策、付出

艰苦努力，中国的脱贫成就是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伊沃娜·拉杰瓦茨说，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共采取的
抗疫举措，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
全。中国的抗疫经验再一次印证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和信赖。

贡献智慧力量 树立成功典范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世界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众多外国人士表示，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为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共治国理政成功经验为他国提供重要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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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
情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
这一过程中实现发展壮大。”孟加拉国
共产党（马列）总书记迪利普·巴鲁阿
的一席话很具代表性。

外国人士纷纷表示，中国共产
党成立百年以来，始终将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宝
贵贡献。

斯里兰卡共产党前总书记古纳塞
克拉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找到
了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共成功的执政
经验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在希腊前外交部长乔治·卡特鲁
加洛斯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传达出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应结合具
体国情，走适合本国国情并对理论进
行现代化革新的道路。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表现出与时俱
进的政治品格。芬兰共产党主席尤
哈-佩卡·瓦伊萨宁指出：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中国健全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
伟大探索。

意大利共产党全国书记毛罗·阿
尔博雷西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从实际
出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

为他国谋发展繁荣提供借鉴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恰逢“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进步的成功
实践引发外国人士广泛关注。他们
认为，中国的发展实践树立了榜样，
中共在治国理政方面积累的丰富经
验为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了重要启
示和借鉴。

“中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增进社会平等，实现可持
续发展。”在波兰新左翼党副主席安杰
伊·舍伊纳看来，中国共产党分享治国
理政经验非常重要，中共的治理理念
为其他国家带来了启发。

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副总书记、
众议院第一副议长苏莱曼·欧姆拉尼
表示，善治、党内反腐、为人民服务，这

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点。
中共在政策制定、社会事务管理等众
多领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功，积累了有
益经验。

在泰国为泰党外事工作委员会主
席纳丽妮·塔威信看来，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历程为其他国家政党带来的重要
启示是，“政党必须紧密联系群众、执
政为民，通过持之以恒加强廉政建设，
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公正地得到
分享”。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国际书记索菲
娅·卡瓦哈尔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应该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不断改革发
展，根据人民的需求调整工作重心，这

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

模式，成功地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先进
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模式。”伊朗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委员、前议长哈
达德·阿德尔说。

为人类更美好未来提出方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与国际社会交往愈
发密切。外国人士积极评价中国在维
护世界和平、弘扬多边主义、促进全球
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出的中
国方案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捷
克众议院第一副议长沃伊捷赫·菲利
普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积极参与
国际事务，推动国际社会共同进步，
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多极化发
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智利共产党主席吉列尔莫·泰列
尔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中主
张保持对话、相互理解、和平共处，中
共一直在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贡献。

在坦桑尼亚执政党革命党桑给
巴尔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看
来，中国充分尊重其他国家，通过国
际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完善全球治
理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
国际关系中不谋求支配和控制其他
国家，而是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合
作。”阿德尔说，中共为世界提供了

“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范
式”。

“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繁荣发
展，希望邻国繁荣发展，也希望世
界繁荣发展。”津巴布韦执政党津
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
局委员兼中央科技书记、前驻华大
使克里斯托弗·穆茨万古瓦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本质都是为全人类谋幸
福、谋发展。

纳米比亚开国总统、西南非洲
人民组织（人组党）创立者努乔马表
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这符合人类发展的
大方向，拓宽、深化了多边主义内涵
和实践，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和
广泛支持。

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著名汉学
家罗明说，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
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世界未来发
展指明了方向。

（据新华社电）

满载防疫物资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在义乌西站启程，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