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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电梯安装维
修工，我非常光荣地参加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我为能生活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深
感荣幸、骄傲和自豪，同时也
更加坚定了我的入党初心和
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
决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践行到实际工作中去，
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
路”、坚定“未来路”，积极发挥
好示范带动作用，在电梯这个
“方寸空间”里“用匠心，守初
心”，继续当好为百姓服务的
“电梯医生”，以实际行动践行
新时代首都国企人的初心与
使命，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在坚守百姓
乘梯平安和谐幸福的道路上
笃定前行！

庆祝建党100周年特别报道

“我为自己是一名党员感到光荣和自豪。”“我更加坚定了为党奋斗终身的信念，听党话、跟党走，时时
处处继续为人民服务。”“生逢伟大的新时代，我们将始终与伟大的党和国家同频共振。”……7月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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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在集团广
大党员干部职工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建功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

能够参加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我感
到特别骄傲和自豪！

站在天安门广场，我感
慨万千，长安街两侧80%的
现代建筑是我们北京建工前
辈们的杰作，我也有幸参与
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京
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工程建
设，圆满完成了北京小汤山
医院升级改造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的话语始终激励我在建设
一线努力奋斗。

我要深入学习领会习总
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党史学习中不断淬炼初
心信仰、赓续红色血脉、汲取
奋进力量，确保把每一项工程
都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团结带
领干部职工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
的贡献，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奋勇前进！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双朝

全国劳动模范———陶建伟

有幸作为基层党组织
代表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现场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
话，深切感受中国共产党100
年来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
我感到无比激动，无比振奋，
无比自豪！

作为首都国企中的地
下尖兵，我和我的团队常年
工作在地下，与泥浆砂石为
伴。我们完成了一次次超高

风险难度的平安穿越，为城市
轨道交通的四通八达和人民
出行的日益便捷贡献着我们
自己的力量。

生逢伟大的新时代，我
们将始终与伟大的党和国家
同频共振，坚守让城市生活更
加美好的初心，牢记服务祖国
城市建设的使命，发扬斗争精
神，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国劳动模范———路刚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情现场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

入党22年来，我时刻牢
记为人民服务的入党初衷，坚
定不移跟党走，带领清水专养
段的姐妹们努力做好日常养
护、防汛抢险、铲冰除雪、保障
服务，始终保持一颗初心，把
自己当成一颗“铺路石”，结结

实实地铺在京西大地上，守护
好首都公路西大门道路畅通，
保证人民出行平安。

漫漫征途唯有奋斗，我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
志、坚定恒心韧劲，做到平常
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
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在
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
民继续奋斗。

全国劳动模范———高玉爱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
成为建党百年这一重大历史
时刻的亲历者，我激动的心情
无以言表。

大力发展创新“大跨度
空间技术”始终是我这个党龄
17年党员的初心梦想。2020
年，疫情肆虐全球，我转身逆
行在“一带一路”的建设现场，
为卡塔尔世界杯主场卢赛尔
体育场的钢结构张拉提升提
供技术支持。一年的时间里，

我的团队用“中国智造”拉起了
全球首例“超大跨鱼腹式索网
结构”，看到新发行的卡塔尔货
币印上北京建工助力的工程，
我感到深深的自豪和由衷的喜
悦。作为一名中国工程师，一名
党员，我见证和参与着“中国智
造”助力世界发展的历程，也深
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在党的领导下，我将一步
一个脚印，向着心中的“工程强
国梦”不断迈进。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泽强

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
桑巨变。在这特殊的历史节
点，能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作为一名公路养护人，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战时
能战、急时应急、平时服务。”
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工作宗
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
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不断汲取奋进的精
神力量。我要继续保持谦虚谨
慎、勤奋务实的工作态度，认
真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扎根养护一线，
守好首都公路，将一条条“畅
安舒美”的道路奉献给社会。
我要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努力
前行，争做一名新时代优秀共
产党员，向党的百年华诞献
礼，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祖国
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北京市劳动模范———任正南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
我非常振奋、非常激动。作为一
名有6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感
到非常光荣、非常自豪。100年
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让我
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
来越富裕，日子越来越幸福。我
更加坚定了为党奋斗终身的信
念，听党话、跟党走，时时处处
继续为人民服务。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建
筑行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还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在工地盖一个四层小楼干了四
年。后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
只干了十个月。因为表现还不
错，我和另外几个工友在人民大
会堂的工地上火线入党，我这一
辈子都为此感到光荣。现在，当
年那个一心报党恩的青年工人，
已经成为一名“光荣在党50年”
的老党员。但是，我还要继续为
党工作，一心为公。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永远的
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
动人心，鼓舞士气。党的百年历
程，是立党强国、造福人民的一
百年，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
一百年。我作为一名有65年党
龄的老党员，要做一辈子合格
党员，坚定信念，听党的话，跟
着党走，离岗不离党，初心不
忘，信念不改，永葆对党的赤诚
之心。

我1956年2月入党，那时的
我们风华正茂，憧憬未来，在党
的培养和教育下，我们坚定理想

信念，把对党的无限忠诚化作创
造奇迹的动力。在人民大会堂地
下9米深的基坑里，我们创造了
鏖战9昼夜、绑扎钢筋680吨的纪
录，“日夜奋战连轴转，不完成任
务不下火线”是我们当年奋斗的
常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
革命干劲来源于对党的忠诚。

现在，我已经退休24年了，
但是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突击队
员的激情与担当，早已融入我的
血脉，“一朝入党，一生为党。”我
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一建公司退休党员———李连英 三建公司退休党员———刘月先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在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后，我的内心感到非常激动，同
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修复公司强化科技支
撑，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关
键一年。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
终把科技报国、创新兴企作为
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我将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技术管
理工作当中，积极谋划前瞻性

科研创新，为提前布局产业链高
附加值环节赋能；持续加强科技
成果转化，将研发优势转化为企
业竞争优势；不断提升技术产值
贡献，构建技术创效中心；着力
打造核心人才团队，为企业培养
一批青年骨干。

在当前，我要继续深入学习
党史，不断提升自身党性修养，
锤炼意志品格，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争
取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跨越百年，初心不改。迈向
复兴，使命在肩。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当天，我
有幸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跟随总书记共
同重温了我们党百年奋斗来时
路，见证了我们党百年正茂恰
风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铿
锵有力，催人奋进，振奋人心，
我备受鼓舞、倍感自豪。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
首都地铁建设者，我更应该在

今后的工作中勇挑重担，迎难而
上，以实干笃定前行，为集团公
司打造具有国际管理理念的集
团基础设施领域创新引领主力
军努力奋斗。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
我们要以时代为己任，赓续红色
血脉，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
的信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踔厉风发的先行姿态、实干
苦干的工作作风，携手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

修复公司“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刘鹏 土木公司“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张东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世界
宣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坚定决心。我很荣幸
亲身感受了现场磅礴的气氛。
“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

信念。”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至
今还在我的耳边回荡。看着天
安门前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想
起我们党100年来走过的光辉
历程，我的心里满满都是自豪。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工程测
量员，我不仅要有精湛的测量技
能，更要有一往无前的坚定意
志，践行服务城市发展的初心和
使命。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我将
更加努力探索知识技能，以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
神，牢记使命，立足本职，攻坚克
难，锐意进取，肩负起时代赋予
的重任，接好时代传递给我们的
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当地时间凌晨3点，我在
距祖国万里之遥的坦桑尼亚，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
潮澎湃，备受鼓舞。

作为一名长期扎根境外工
作的青年，我深感责任重大。
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春苗行
动”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党和祖
国对每名中华儿女的关爱，无论
我们在哪里，祖国永远是我们最

坚强的后盾。当看见飞机从我们
建设的桑岛机场腾空而起，听见
当地民众在我们建设的坦桑尼
亚国家体育场欢呼，身为一名中
国建设者，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骄
傲和自豪。

我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
代，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将坚守初心，沿着坦赞铁路的
轨迹，像一代又一代海外建设者
那样，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
瓦，为“中国制造”增色。

市政集团“北京市劳模”———高学佳 坦桑尼亚党支部———于飞

“光荣在党 50年” 纪念章获得者感言

北京建工青年感言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集团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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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剧院项目建设者通过视频观看盛会。王伟/摄

退休党员刘月先家中观看盛会。 退休党员李连英家中观看盛会。 工人体育场项目职工观看盛会。 养护集团延庆天池段职工观看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