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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
党成立99周年。在互联网上，“庆祝
党的生日”“初心不改 九九如一”等
成为热门话题。

99 年峥嵘岁月，让网民热泪盈
眶；99 年初心不改，让网民心怀崇
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网民们写下
最多的两个字是“祝福”——祝福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

“9191.4万分之一，
倍感光荣”

6 月 30 日，“9191.4 万”这个数
字在网上刷屏。当天，中央组织部发
布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
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
名，比上年净增 132.0 万名。党的基
层组织468.1万个，比上年净增7.1万
个。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
断增强，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党
的执政根基进一步夯实。

6 月 30 日，“共产党员”微信公
众号转载了 《2019 年中国共产党党
内统计公报》，文章阅读量短时间突
破“10万+”，大量网友写下感言。

网友“奔走在一线”说：“这就
是我们党的力量！”网友“陈刚”
说 ：“9191.4 万 分 之 一 ， 倍 感 光
荣！”网友“泰博”说：“感谢党，
让我有幸成为您的一员。加入党组
织是每个青年人的梦想！”网友“闪
闪红星”说：“我自豪今生能加入这
个伟大而奋进的集体。”

7 月 1 日，“人民网”微博发起
“我是 9191.4 万分之一”话题，大量
网友参与话题，晒出自己的党龄，并
写下所思所想：“犹记得，1994 年，
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我激动
得当场洒泪！”“党龄 23 年，我虽然
平凡，但一直与祖国同行！”“我正为
成为其中之一而努力着。”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
之初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到成为
拥有 9000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
党，中国共产党 99 年的浩荡航程震
撼了亿万网民。

7 月 1 日，新华网转载评论 《千
秋伟业照初心——写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99周年之际》，评论写道：革命战
争年代，我们党“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打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
色江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人
民在党的带领下干得热火朝天，神州
大地一派“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阔
景象；改革开放新时期，一批批拓荒
者敢为人先、逐梦弄潮，亿万人民的
智慧和力量推动改革航船劈波斩浪。
抗疫斗争中，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
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
防群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控体系，
亿万人民一条心，上下铆足一股劲，
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6 月 29 日，“央视新闻”客户端
推出时政微视频——《从红船到巨
轮》，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
发展历程。网友在留言区写道：“热
泪盈眶！坚定信心加油干！”“承载亿
万人民期待，开启新时代新征程！”

99年来，无数细节感人至深。6
月 30 日，“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
布文章 《99年，我在》。文章通过大
量图片和精简的文字，对照历史与
当下，致敬奋斗之路上的每一份付
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彭干臣使
用过的指南针。1935 年 1 月，彭干
臣同志在江西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
勇牺牲，年仅 35 岁。”“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
卫星升空。30 多年来，几代北斗人
的试验探索，见证了北斗系统从无
到有、从有源定位到无源定位、从
服务中国到服务亚太再到服务全球
的发展历程。”

在留言区，网友们有感而发：“岁

月变迁，时光荏苒，不变的是前进的
步伐，不变的是向上的心。”“那年写
下峥嵘岁月，如今战疫逆行不怯！”

“把最美好的祝福
送给党”

在互联网上，人们通过多种形式
向党送上生日祝福。

“七一”当天，熟悉的旋律又响了
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月1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全
民传唱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用一首歌，祝福党的 99 岁生
日。该 MV （音乐短片） 发布 2 小
时，观看量就超过了150万。有网友
在留言区这样写道：“99 年沧海桑
田，99 年风风雨雨，99 年曲折探
索，99 年腾飞跨越，99 年同舟共
济，99 年众志成城，谨以中华儿女
赤子之情，恭祝党的99华诞！”

在“抖音”平台上，截至 7 月 1
日17时，“党的生日”话题视频播放

次数超过 5800 万。网友纷纷留下祝
福：“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党！”“祝
党生日快乐，祝祖国繁荣富强！”“感
恩！有了党才有了如今的生活。”

网页互动、小程序等也加入到为
党送祝福的行列。“学习大国”微信公
众号发起了“@全体党员，快跟上！
接力为她送祝福”活动。通过在线

“接力传党旗”等形式，祝党生日快
乐，截至7月1日17时，已有147万人
参与。网友们留言说：“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我今年成为了一名正
式党员，祝伟大的党生日快乐。”

“我和党旗合影”成为微博热门
话题，不少“红色纪念地”也成为了
网民“打卡点”。6月30日，“红城发
布”推送消息：在喜迎建党 99 周年
之际，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道
党员义工和青年志愿者组成“会址青
年服务队”，为游客提供“我和党旗
合个影”“请给我一面党旗”等义务
拍照、咨询和讲解服务。在遵义会议
会址门前设置“与党旗同框、向党表
白”拍照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

纷上前与党旗合影“打卡”留念。

“一生奋斗，只为
初心”

99 年，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永葆
青春活力？这成为网上热议话题。

6 月 30 日，新华网发表文章称，
“99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充满青春
活力。永担历史使命，永续青春血
脉，因为初心不改”。

初心如磐，所以风华正茂。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锤炼初心是每一位党员的必修
课。在新浪微博上，“初心不改 九
九如一”话题阅读量超过 2 亿，讨
论数超过 34 万。时代是出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全体共产党人是答卷
人。不少网友留言说：“答卷人初心
如磐，九十九风华正茂。”“一生奋
斗，只为初心。”

7月1日，“学习大国”微信公众
号发起问答活动：“你，为什么入
党？”在留言区，很多网友写下了长长
的话语。网友“越”说：“永远忘不了
提笔写下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多么

自豪多么严肃多么庄重，对每个字都
心怀崇敬……”网友“小瓶盖儿”
说：“入党是一种情怀，让自己变得更
优秀，更有正能量，多干实事。”网友

“颖”说：“入党是一种信仰，以党员
的身份做更多为人民服务的事！”

回望初心，人们忘不了那些榜样
与楷模。7月1日，“科技日报”微博
发布视频《他们是谁？他们是中国共
产党党员》。李大钊、焦裕禄、钱学
森……这些熟悉的名字再次唤起网民
的记忆。微博中写道：“他们，勇往
直前；他们，迎难而上；他们，默默
奉献；他们，坚守信念；他们，无畏
生死。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7月1日，“央视新闻”微博发布
一组人物图片并评论说：“‘两弹一
星’元勋孙家栋、深藏功名 60 多年
的战斗英雄张富清、为造核潜艇隐姓
埋名 30 年的黄旭华、再战防疫最前
线的钟南山……他们，用行动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初心！”

7月1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
布微视频 《风华正茂》 并附文：“今
天，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在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道路上，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依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前赴后继。”

党的99岁生日 网民送上祝福

“答卷人初心如磐，九十九风华正茂”
本报记者 潘旭涛

6月3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张宇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为海
港区西港路街道片区党员讲解党史知识。 曹建雄摄 （人民图片）

6月30日，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拍摄红歌快闪，喜迎党的生日。
周凯威摄 （人民图片）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兑山社区被征收房屋的相关权益人：

因“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南门”项目建设需要，需征收厦门市集美区侨

英街道兑山社区范围内的部分集体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为充分保障征

收范围内古厝老宅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请在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兑山社区范围内有古厝老宅的相

关权益人（产权人、继承人、代管人等利害关系人）于2020年7月31日前

自行前往侨英街道房屋征收指挥部商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

二、若没有在要求的期限内前来协商征收补偿事宜并达成补偿协

议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相关权益人自负。

三、对于有产权不明确的房屋，届时将依据相关规定，按相应程序提

出具体的补偿安置方案，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同意后，依法实施拆迁。

四、请携带身份证、房屋产权证或其他合法产权手续等相关证明材

料以便核对。若相关权属证明原件丢失，需提供权属证明的遗失登报

声明。

五、征收指挥部地址：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兑山社区115号。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18149505754。

关于“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南门”
项目征收范围内古厝老宅

征收补偿的通告书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侨英街道办事处
2020年7月1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侨英街道办事处
2020年7月1日

关于“马銮湾新城蔡林工业招拍挂用地”
项目征收范围内古厝老宅

征收补偿的通知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社区蔡林社被征收房屋的相关权益人：

因“马銮湾新城蔡林工业招拍挂用地”项目建设需要，需征收厦门市

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社区蔡林社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为

充分保障征收范围内古厝老宅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请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社区蔡林社范围内古厝老宅的相关权

益人（产权人、继承人、代管人等利害关系人）于2020年7月15日前自行前

往马銮湾新城（杏滨街道）房屋征收指挥部（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滨

社区光明路 55号）商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届时请携带身份证、房屋

产权证或其他合法产权手续等相关证明材料以便核对。若相关权属手续

原件丢失，需提供权属手续的遗失登报声明。

若没有在要求的期限内前来协商征收补偿事宜并达成补偿协议的，

由此产生的未能享受相关奖励政策的后果由相关权益人自负；若有产权

不明确的房屋，我单位将按相关规定，提出具体的补偿安置方案，报相关

职能部门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搬迁补偿，腾空交房。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0592-6212717。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2020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