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3日，尹力同志和周祖翼同志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 本报记者 肖春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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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平 11 月 12 日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

“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学习贯彻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建设航空强国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以罗阳同志为榜样，扎根航空装

备研制一线，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结奋斗

的精神非常可贵。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让青春在建设航空强国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芒，说得

很好。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各行各业

青年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希望你们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

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争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2012年 11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歼－15舰载机研制现

场总指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因

公殉职一事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

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2013年以来，航空工业集团以“罗阳青年

突击队”为载体，组织广大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学罗阳、做先

锋，累计有 37万人次参与其中。近日，沈飞公司第一批“罗阳青

年突击队”队员代表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十年来在科研生产

一线学习践行罗阳同志精神的收获，表达继续奋力拼搏、矢志

报国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

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

本报讯（记者 周琳） 11 月 13 日，福建省召开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尹力主持

会议并讲话。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出席会议并宣布

中央决定：尹力同志不再兼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

委员职务，周祖翼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书

记。省委书记周祖翼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

省长赵龙在会上发言。省政协主席崔玉英，中央组

织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二局局长张光军出席会议。

尹力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决

定。中央决定周祖翼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充分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福建工作、对福建领导

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周祖翼同志政治坚定，忠诚党

的事业，大局观念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策

理论水平高，事业心责任感强，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

和领导能力；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开拓创新意

识强；为人正派，作风务实，处事稳健，待人诚恳。

周祖翼同志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把福建的各

项工作做得更好。

尹力说，福建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省份。近现代

史上，福建是我国最早对外通商地之一；革命战争时

期，福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创建地；新中国建立

后，福建是祖国统一的海防前线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

要省份之一。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这里工作 17年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和亲切关怀福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为福建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

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两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两年来，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省疫情形势总

体可控，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全省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

一家园，对全国发展大局作出了应有贡献。两年来，

我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福建红色资源，推进党

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不断增强，风清气正良好政

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近年来福建发展取得的新成

绩，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十年伟大变革、过去五年

工作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的结果，是历届省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全省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是我们一道拼出来、干出

来、奋斗出来的。我在福建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

时光，是幸运的、愉快的，对福建和全省父老乡亲的

感情是真挚的、长久的。我将始终关注福建、关心福

建、祝福福建，为福建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尹力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新时代新征程，福建发展使命更加光

荣、责任更加重大、前景更为广阔。相信以周祖翼同

志为班长的福建省委班子，一定会把全省人民对

习 近平总书记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强大发展动

力，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推动福建工作

不断取得新成效。

周祖翼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

服从组织安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

我到福建工作，是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福建自然山川秀美、人文底蕴深厚，是

红色圣地、绿色宝地、发展高地、两岸福地。两年来，

以尹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团结带领全省干部

群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尹力同志为福

建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辛劳，作出了重

要贡献。真诚希望尹力同志继续关心、继续支持福建

发展。

周祖翼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曾

在这工作 17 年半，为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

出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对福建的山山水水

和父老乡亲充满深厚感情。我坚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下去，福建的

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和全部工作重心，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推动在八闽大地落地生

根、结出丰硕成果。要坚持知行合一，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忠诚践行“两个维护”，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

为福建擘画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秉承实干作风，

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彰显福建

担当、展现福建作为。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要弘扬斗争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

巩固发展福建良好政治生态。我将紧密团结省委班

子成员，紧紧依靠全省干部群众，全面学习、全面把

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超越，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

建篇章。

周祖翼说，从今天开始，福建就是我的新家乡，

我就是新的福建人。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践行

“三个务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担当，全身心融入福建，倾全力奉献福建，以

实际行动交出一份合格答卷，决不辜负党中央的重

托，决不辜负全省人民的期望。

赵龙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一定以实际

行动全力支持配合周祖翼同志，积极主动做好各项

工作。两年来，尹力同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动福

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重要成就。我们一定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自觉接受以周祖翼

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牢记“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扎实做好高质量发展

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各

项部署落到实处、见到成效，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让习近平总书记放心，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在闽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政协专委会成

员，全国政协委员（省级），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

察长，省部级干部和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

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

实验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单位和中直驻闽单

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主要负责人等参加。

福建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
尹力主持并讲话 陈希宣布中央决定 周祖翼讲话

赵龙发言 崔玉英出席

新华社北京11月13
日电 日 前 ，中 共 中 央 决

定：尹力同志不再兼任福

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

务，周祖翼同志任福建省

委委员、常委、书记。

福
建
省
委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职
务
调
整

10 日晚 11 时许，平潭跨境电商园 4
号仓库内灯火通明，福建有好货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的 500 多名员工正前后忙

碌着，开足马力迎战“双 11”购物节。理

货、分拣、打包、过机……在这里，一个个

装有美妆产品等进口商品的包裹，被流

水一般地装上运输车，送往全国各地消

费者的手中。

“自‘双 11’首波促销活动开展以来，

我们已完成跨境网购保税零售进口出区

100 万余票。后续订单爆满，销售业绩肯

定超过预期。”公司副总经理江克震一边

忙着对接订单，一边介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建设

贸易强国的一系列要求和部署，为我们

增加了百倍信心。”谈起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感悟，江克震感慨地说，作为一名

电商人，更有动力扎根在平潭，将跨境电

商这块蛋糕越做越大。

随着“双 11”购物节开启，平潭跨境

电 商 迎 来 出 货 高 峰 。据 统 计 ，今 年“双

11”期间，平潭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成

交量达 224 万票（单）。“针对‘双 11’期间

商品数量多、种类杂等情况，我们提前制

定应急预案， （下转第六版）

抢占风口，念好全球“生意经”
□张哲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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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
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学习手记 >>>
跨境电商是平潭特色产业之一。近

年来，平潭综合实验区因势利导、因地

制宜，加快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和生态

圈，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2019

年，平潭进出口总额突破 100 亿元，顺利

跻身“尖子生”行列。

面对复杂多变的贸易环境，平潭跨境

电商如何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对此，当地已

有了解题之策：以创新思维培育外贸竞争

新优势，促进“跨境电商+保税加工”等多

种外贸业态相互融合，探索跨境电商新零

售业务试点，加快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以

期在全球产业链协同中发挥更大价值。

福建援疆结硕果 共谱昌吉丰收曲
◀ 第二版 ▶

当航空航天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 第七版 ▶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各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力经济建设观察

◀ 第五版 ▶

日前，在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诚峰国家一级渔港，峰尾镇渔船宣讲小分队

成员登上渔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渔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洪坤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