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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奋斗，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写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将在北京召开。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使命，此次会
议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

B01 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百年大党通过对历史
的全面深刻总结，必将进一步凝聚共识、
抖擞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中共厦门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选举出由 49 名委员和 1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厦门市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出
第十三届市纪委委员 37 名和厦门市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 34 名
本报讯（记者 詹文）昨日上午，中国共
产党厦门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在厦门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号召，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和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一道，
共同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确定的任务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大会应到代表 439 名，因病因事请假 9
名，实到会代表 430 名，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崔永辉、黄文辉、

陈家东、魏克良、杨国豪、张毅恭、李伟华、陈
沈阳、李辉跃、齐凤瑞、吴子东、郑福源、游文
昌、黄晓舟、王雪敏、连坤明、黄河明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闭幕会由黄文辉同志主持。
省换届风气巡回督查组到会指导。
大会闭幕前，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了
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49 名委员
和 1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厦门市第十三
届委员会、选举产生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 37 名和厦门市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的代表 34 名。

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
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厦门市第十二届委员
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厦门市第十二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全文见A02版）。
崔永辉同志致闭幕词。他说，大会期
间，各位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
的精神，忠诚履职尽责，共商发展大计。大
会审议通过了各项决议，顺利完成了选举任
务，为厦门未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
组织保证。这次党代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
了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客观分析了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
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奋斗
目标和主要任务，充分反映了全市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这是一
次凝神聚力、团结鼓劲的大会，必将进一步
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向着更高水平建设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奋勇
前进，
开创厦门更加美好的未来！
崔永辉说，过去五年，十二届市委班子，

中共厦门市委十三届一次全会召开

今天是第 22 个记者节，
市委常委会会议昨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致新华社建社
90 周年贺信精神，
并向全市新
闻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崔永辉当选市委书记 黄文辉、张毅恭当选市委副书记

崔永辉、黄文辉、张毅恭、李伟华、陈沈阳、李辉跃、齐凤瑞、吴子东、郑福源、
游文昌、黄晓舟、王雪敏、连坤明当选市委常委
本报讯（记者 蓝碧霞）昨日，中国共产
党厦门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举行。崔永辉同志主持会议。
本次全会应到市委委员 49 人，实到 46
人；应到市委候补委员 11 人，实到 11 人，
符合规定人数。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省
换届风气巡回督查组到会指导。
全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崔永辉、
黄文辉、张毅恭、李伟华、陈沈阳、李辉跃、
齐凤瑞、吴子东、郑福源、游文昌、黄晓舟、
王雪敏、连坤明为市委常委；选举崔永辉为
市委书记，黄文辉、张毅恭为市委副书记。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
报告。
选举结束后，崔永辉代表新一届市委
领导班子发表讲话。他说，新一届市委肩
负着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
际化城市的重大使命，承载着全市人民的
信任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
德，尽职尽责，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赛，向
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崔永辉强调，
市委班子要带头把忠诚融
入血脉，
当好政治坚定的表率，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
牢记领袖嘱托，
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
护”
。要带头把职责扛在肩上，
当好担当作为
的表率，
不断改革创新，
勇于攻坚克难，
狠抓
工作落实，永葆“闯”的精神、
“ 创”的劲头、
“干”
的作风，
创出厦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
新业绩。要带头把百姓放在心中，
当好为民服务的表率，
深入调查研究，
办好民

生实事，
充分依靠群众，
让全体人民群众因高
质量发展而过上富足生活。要带头把纪律挺
在前面，当好清正廉洁的表率，严于修身律
己，
强化
“一岗双责”
，
凝聚班子合力，
认真落
实地方党委工作条例，
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
打造一个坚强有力、
团结战斗的集体。

——在市委十三届一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市
委
书
记 ： 崔永辉
市 委 副 书 记 ： 黄文辉
市 委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 崔永辉
李辉跃
黄晓舟

张毅恭
黄文辉 张毅恭
齐凤瑞 吴子东
王雪敏(女)

莫建鹰
薛 坚
黄华松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厦门力量。要自觉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抓紧制定实施碳排放
2030年前达峰行动方案，
抓好污染防治和生
态修复，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当好
生态省建设的排头兵。要牢牢把握正确政
治方向，全面深入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
正面宣传，讲好厦门故事，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要把握航运业
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优化港口功能布局，
完善港口运输体系建设，优化口岸通关环
境，守住“外防输入”防线，努力把厦门港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港口。
（下转 A02 版）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李伟华 陈沈阳
郑福源 游文昌
连坤明

上官军 王雪敏(女)
许国华 许毅青 孙建辉
吴子东 吴申宇 吴金喜
张毅恭 陈沈阳 陈育煌
郑福源 胡旭彬 柯 军
黄河明 黄晓舟 黄鹤麟
曾丽娟(女)
游文昌

王跃平
李 毅
吴新奎
陈高润
姚冠华
黄燕添
谢开红

庄荣良
李伟华
何东宁
陈通汕
徐国庆
龚建阳
赖建州

庄海英(女)
齐凤瑞
李辉跃 杨国豪 连坤明
何秀珍(女)
张 谷
林重阳 周红岩(女)
黄 颖(女)
黄文辉
崔永辉 韩景义
廖华生 颜云蔚 魏克良

莫建鹰 刘琦龙
谢国辉 李艳春(女)
厦门天气

（共 37 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伟文 邓英志(女)
叶荣昌 朱庆华 刘琦龙
李志远 李艳春(女)
吴志生 吴鲤鹏(女)
张 晶(女)
张建春 陈本杰 陈永东 陈爱忠
柯 军 钟伟东 施志勇 施耿瑶(女)
洪全艺
姚玉萍(女)
莫建鹰 徐少敏(女)
黄华松
黄继红(女)
黄绿青(女)
谢国辉 赖祖辉

本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共 11 名，按得票多少排序，票数相等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鸿昌 詹艳清 吴丽敏(女)
陈 珍(女)
陈 敏(女)
林志成 黄文洲 黄平南 周桂良
今天 阵雨转多云到阴天 15℃-23℃

李 刚
林跃锋

明天 多云到阴天 14℃-20℃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昨日上午，
中国共
产党厦门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召开。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厦
门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和书记、副书记。齐凤瑞当选为市纪委书
记，
柯军、薛坚、莫建鹰当选为市纪委副书记。
齐凤瑞、柯军、薛坚、莫建鹰、刘琦龙、黄绿青、
黄华松、谢国辉、
李艳春当选为市纪委常务委
员会委员。齐凤瑞同志主持会议并作讲话。
会议指出，新一届市纪委委员要在历届
市纪委工作的基础上，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传承好传统、开创新局面。
会议要求，要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表
率。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第一位要求，持
续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以
有力有效监督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
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讲党性，做维护团
结的表率。认真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制度。
（下转 A02 版）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 49 名，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市 纪 委 书 记 ： 齐凤瑞
市 纪 委 副 书 记 ：柯 军 薛 坚
市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 ： 齐凤瑞 柯 军
黄绿青(女)

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
会议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致新华
社建社90周年贺信等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我
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
坚持对标对表，
一体学习贯彻。要牢记经济
特区使命，
充分发挥多区叠加优势，
加快建设
金砖创新基地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
大
力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深化营商环境建设，
打造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要积
极推进经济绿色转型，
强化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
按要求推进国际抗疫合作，
为推动构建

详见 A03 版

齐凤瑞当选为市纪委书记

A02 版

十三届市委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上下，按照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
厦门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再上新台阶，在
接续奋斗中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
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在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大厅，崔永辉
带领其他市委常委一起重温入党誓词，表
达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牢记嘱托、接续奋
斗的坚定决心。随后，市委常委们走进主
题展厅，在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一段
段视频前，久久凝视、细细体悟，重温习近
平总书记对厦门的关心关怀和殷切嘱托。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用心用情
描绘时代画卷
十三届市纪委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牢记领袖嘱托 坚持人民至上
奋力跑好厦门发展接力赛

牢记嘱托 接续奋斗
本报讯（记者 蔡镇金）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胜利闭幕后，昨日下午，市委书记崔永
辉，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文辉等新一届市委
常委班子专程前往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开
展集体学习，召开十三届市委常委会第一
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陈家东、魏克良、
杨国豪列席会议。
崔永辉表示，把十三届市委常委会第
一次会议放在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目的
是要提醒每一位班子成员牢记嘱托、践行
使命，切实带好头、作表率，团结带领全市

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
难、奋勇拼搏、砥砺奋进，推动厦门各项事业
迈上了新的台阶，为厦门的长远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由于年龄原因和工作需要，上届
市委班子中的部分同志不再进入本届市委
班子。这些同志在任期间，恪尽职守、担当
作为，为厦门改革发展稳定倾注了大量心
血，
付出了辛勤劳动，
作出了重要贡献。
崔永辉强调，新一届市委正式接过了历
史的接力棒。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
人民是阅卷人。
（下转 A02 版）

齐凤瑞
何伯星
林丹东
洪朝墙
黄依柱
颜文聪

花育明
林永基
黄晓军
薛 坚

A03 版

握紧历史接力棒 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厦门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后天 多云 1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