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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
的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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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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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2022年11月12日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习近平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
“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们的回信

本报记者

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指出，在深

刻领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上下功夫，在坚定不移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见行动、

求实效。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持

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握重

点、学出历史主动，学习好坚持好运用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掌握贯穿

其 中 的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和 道 理 学 理 哲

理，使之成为我们的强大思想武器，进

一步增强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推 动 工 作 的 政 治 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

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精辟概括为“六个坚持”，深刻揭

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深邃的理论观

点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穿越时空

的普遍意义和真理价值。坚定不移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政治

任务。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委常委、

组 织 部 长 王 治 军 说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促进全党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

团结、行动上一致，以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 态 奋 力 实 现 了 新 时 代 十 年 伟 大 变

革。党的二十大对党在新时代新征程

的使命任务做出了战略部署，我们必

须牢牢坚持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指导这一强大的政治优势，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新时代新征

程，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广大

党员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强化历史担当，走好新的赶考

之路。”

（下转第三版）

——全省各地掀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
要论述，在理论上具有极为丰富而深
刻的思想内涵，在实践上具有重大的
指导意义。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在
部署动员全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时，要求我们在深刻领会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上下功夫，在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见行动、求实
效。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
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
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
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
开放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
笃行真理的过程。回望百年奋斗历
程，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取
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党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

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
飞跃，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用新的理论
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在学习贯彻中认真领会坚持人民
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
胸怀天下，从而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
论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
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做到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党的创新

理论转化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切实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实践无止
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我们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
国之“的”，就要使用好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历史过程中得出的深刻
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才能正确回答
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
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
盛活力。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庄严历史责任。让我们继续在伟大
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彰显出
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下，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论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薛军） 11 月 13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

星就扎实贯彻优化疫情防控工作二十

条措施，深入西宁市园区企业、社区、

学校、隔离场所等进行督导调研。强

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优化

疫情防控工作二十条措施，坚持精准、

精细、常态化要求，坚持压实责任、分

级 负 责 、分 类 施 策 ，提 升 应 急 处 置 能

力，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信长星来到南川工业园区阿特斯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企业疫情防控

和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强调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在企业，

要全面落实“一园一策”“一企一策”，建

立从管理层到车间班组、一线职工的防

控体系，完善关键岗位、关键工序轮岗

备岗制度，把防控措施细化落实到每道

工序、每个岗位、每个环节。要坚定发

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科学合理安排

复工复产、正常生产。园区要主动靠前

服务，强化企业各类生产要素保障。

“每天都有新鲜牛羊肉供应吗？”

“牲畜怎么运送？”在国家清真牛羊储备

库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信长星仔

细询问有关情况，强调要实时做好市场

运行监测，精心做好物资储备调配等工

作，加强活畜运输、屠宰、加工等环节防

疫措施，持续提升供应保障能力。来到

北京华联中发源“露天超市”，市民正在

有序排队购买生活用品，信长星嘱咐

工作人员，天气日渐寒冷，要把供应点

设置在向阳处，做到防控更加精细、服

务更有温度。城中区总寨镇丰泽园小

区 2 栋楼被划定为高风险区。信长星

强调，要严格对照风险区划定标准，精

准管控到单元、楼栋，不得随意扩大，

符合条件的及时解封。要落实“四早”

要求，做实做细基础工作，发现一起扑

灭一起，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强化重点机构、重点人群保护是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在西宁市社会

福利院，信长星详细询问人员值守、健

康安全保障等情况。他说，要针对特

殊领域、特殊群体强化工作专班机制，

及时充足安全补充配备物资，畅通看

病就医绿色通道，切实加大各方面保

障力度。在青海大学医学部昆仑路校

区，信长星强调要以对学生、对家长、

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完善

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工作方案及开

学预案，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坚决守

牢校园健康安全防线，为顺利复课做

好各项准备。在城东区集中隔离观察

点，信长星鼓励专班工作人员，科学规

范做好日常消杀、健康监测、人员交接

等工作，加强对隔离人员的人文关怀

和服务力度，并叮嘱工作人员做好自

我防护、科学轮班轮休。

朱向峰参加。

信长星在西宁市督导调研贯彻优化疫情防控工作
二十条措施时强调

坚决把优化疫情防控坚决把优化疫情防控
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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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全文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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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沈飞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队员

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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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

本报讯（通讯员 马斌毅 记者 魏
爽） 11 月 11 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省委宣讲团动员会在西宁召开。省委

宣讲团全体成员和省委讲师团成员参加

会议。

会议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

感扎实做好宣讲工作，全面准确深入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让干部群众听得懂、

能领会、可落实。要深入宣讲党的二十

大的重大意义，宣讲党的二十大的主题，

宣讲过去 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10年的伟

大变革，宣讲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的历史责任，宣讲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

命任务，宣讲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新部署

新要求，宣讲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和要求，宣

讲以顽强斗争应对风险挑战的要求，不

断增强宣讲的说服力、亲和力和针对性、

有效性，推动全省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会议要求，省委宣讲团成员要发挥

引领推动作用，把准基调、把好导向，联

系实际、注重效果，多用事实数据、故事

案例等讲清道理、阐明观点，深入一线开

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的宣讲，确保

宣讲活动有声势、有特色、有实效，接地

气、聚人气、鼓士气，推动全省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走深走实、落

地开花。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省委宣讲团动员会召开省委宣讲团动员会召开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11月12日，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塘川蔬果品种植
基地的草莓大棚
里，有机优质草莓
长势喜人，一颗颗
鲜艳的草莓散发淡
淡的果香，让人垂
涎欲滴。近年来，
互助县充分利用地
理环境优势，积极
采取“园区+基地+
公司+农户”集约
化规模化种植模
式，加快乡村振兴
和产业强县步伐，
目前陆续成熟上市
的冬草莓备受青
睐，互助“七彩农
业”品牌越擦越亮。

本报记者 陈
俊 通讯员 牟泉
互组 摄

点燃村民新希望点燃村民新希望 精彩生动的固定党日精彩生动的固定党日

恰如春风拂面来恰如春风拂面来 为商户点亮精神之灯为商户点亮精神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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