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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高级记者%&半月谈'杂志社副总编辑 张正宪

华西人的
!"#$

年!是分外沉重的一年" 吴

仁宝老书记走了!华西村的发展走向给人们留

下了新的冀望和悬念"

华西人的
!%&$

年!也将是颇为欣慰的一年"

新一轮发展转型已经走过起步期!迎来收获季"

不久前!记者来到华西采访!但见车来车

往!人流如织!华西旅游依然火热#得悉农商城

项目已与湖北签约!海洋工程正与马来西亚洽

谈合作!华西增长亮点依然闪耀#产业升级$村

庄变革$素质建设整体推进!华西道路依然广

阔!华西发展依然强劲"

与吴协恩书记攀谈!他的转型新思维!还有

其中一脉传承的政治智慧$市场敏感$富民情怀

和务实品格!给记者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转型理念

!转型"一定要早"一定要稳"一定要在企

业形势好的时候主动转" 不能等到形势不行

了#精力不够了逼迫转$ 华西如果
&%

年前没有

转"而是现在转"那一定会很难%如果现在还不

转"那一定难上加难$ &

!不求做大"但求做实%不求做快"但求做

稳%不求做多"但求做好' &

())吴协恩

回首华西建村的历史! 从最初的农业!到

%农工商建游&五业俱兴!从传统工业提升!到

第三产业全面布局!

'%

多年的发展之路! 也是

一条转型之路"

!%%$

年! 华西实现销售收入
&%'

亿元!成

为全国首个百亿元村"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高

峰" 新的方向是什么'

有人提出!乘势而上!加快扩产!再创新高"

刚刚担起党委书记重任的吴协恩! 在老书

记的鼓励和支持中!大胆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华

西自此追求的!不再是销售和
()*

!而是税和

利!不再是百亿企业!而是百年企业!是企业的

健康长寿" 华西进入新一轮发展转型起步期"

有人断言!华西经济要转型!就要把落后

产能都淘汰"

吴协恩的头脑很清醒( 转型转的是企业!

也是人" 让村民失业!这样的转型谁都会" %华

西转型不是丢掉这一块!发展那一块!而是巩

固提升这一块!创新拓展那一块" &在先后关停

了
+

家能耗高$污染重$产出低的企业的同时!

华西花大力气去改造传统产业!至今已累计投

入
&"

多亿元"

如今!华西开发的核电用钢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华西特种化纤发展高附加值差别化$功

能性$ 环保型纤维获得省高新技术产品认证#

%华西村& 牌涤纶短纤维新增的生产线引进世

界上最先进的吉玛工艺!其全自动风量控制系

统属国内首创))

也有人提示!华西要发展高新科技!要在

新兴产业崛起中继续领跑"

吴协恩的转型思维很坚定( 做企业不是做

给人家看的!不切实际去追赶热门的新兴产业!

会把自己走丢了" 华西村坚持的是%不求做大!

但求做实#不求做快!但求做稳#不求做多!但求

做好&!在金融危机中也因此避免了大的冲击"

最近上面有领导同志来考察!夸赞说没想

到华西转型转得这么好* 其实奥秘就在于华西

转得早!转得稳" 吴协恩很务实(%华西如果
&"

年前没有转!而是现在转!那一定会很难#如果

现在还不转!那一定难上加难" &

产业升级

!不是要我转"而是我要转' &

!转型的核心就是两个转变(从量到质"从

体力到脑力' &

)))吴协恩

从量到质!从体力到脑力!是华西转型的

路径#立足华西!面向全国!多管齐下!百花齐

放!是华西转型的布局"

村庄旅游!是华西村转型的起步产业" 凭

着%华夏第一村&的影响力!还有飞机$大楼$博

物馆等一大批特色景点的吸引力!华西迎来了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近些年每年接待量都

超过
!""

万人次" 航空公司还将把空中游览延

伸到省内各大城市"

金融投资!是华西人进军新型服务业的%惊

险一跃&"

!""'

年底!正式成立担保公司!

!"",

年获批典当公司!再到成立创投$财务$小贷公

司等!华西人在沪宁线构建了连锁经营模式!并

实现区域化管理运营" 同时参与大型央企的能

源$物流市场开发!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控股集

团的框架!连续两年实现利润均超
'

亿元"

仓储物流! 是华西产业业态创新的典型标

识"在江阴的华西村商品交易所!已经成为面向

全国的大宗资源商品交易中心$定价中心$信息

中心$结算中心和物流管理中心" 中石化$中石

油等公司都会时刻关注这里的盘面价格变化"

华西村不靠海!但华西人有自己宏大的海洋

战略(发展远洋运输和海洋工程"

!""+

年金融危

机爆发后!一批航运公司面临巨亏!海运价格一

路走低"华西人果断出击!低价购船涉足航运业"

随后!从远洋海运走向海洋工程!一支专业

的海洋工程施工船队已初见规模!单钩吊重能力

亚洲第一的
-'""

吨全回转起重工程船 %华西

'"""

&已于
!"&!

年成功建成!并圆满完成吊装国

内最重$最长钢桩+++青岛%荔湾
$.&

&钢桩吊装

项目和渤海油田%绥中
$/.&

&二期调整项目"

实施走出去战略! 华西人从此拥有了无比

广阔的发展天地"西部以重庆为支点!中部以湖

北为重心!投入资源开发$城市建设和农产品市

场建设项目" 今年初签约的十堰国际农商城项

目!建成后年交易额可达
&'"

亿
.!""

亿元"

如今!华西经济的转型已经走过了起步阶

段!年利润的
/"0

来自于服务业"

村庄变革

!华西新市村"就是城镇化的新农村' &

!我有一个梦想(把华西打造成一个)城镇化

的旅游城"宜居化的生态城"现代化的新市城*' &

)))吴协恩

村庄的变革也是华西发展转型的精彩篇章"

华西建村
'%

多年来!始终坚持长规划短安

排! 上世纪
,%

年代造田!

+%

年代造厂!

1%

年代

造城!

!#

世纪造人" 华西以独创的%一分五统&

举措!纳入周边
!%

个村庄共同发展!从而有了

面积
$'

平方公里$村民
$2'

万人的大华西"

记者走进华西!翻阅的第一份材料是,华

西月刊-! 第一个看点是华西村的全称(%华西

新市村&"

它是蓬勃生长的城镇化" 推进农村城镇

化$打造城镇化新农村!华西走出了一条城镇

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共进之路"

它是深具特色的城镇化" 村民们都认同(

多保留能体现华西特色的历史建筑$ 遗址!深

入发掘能体现华西特色的内容! 无论是老建

筑$废弃厂房!还是曾经代表一个时代华西特

色的物件$文化形式等!并传承其中的文化"

它是幸福农民的城镇化" 在退休养老$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生活福利方面!华西人与

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 村民的生活文明$行为

方式!也在向现代化接近" 华西环境优美!村民

礼貌"花开满园!不会有人去摘一朵"生活现代

化了!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淳朴慈善和邻里

互助的农民本色依然在传扬"

华西的城镇化还在化"

#%

多年来!大华西

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优教不忘小!

三守促勤劳!生活环境好!小康步步高&"下一步

目标是%五个大&(一是大楼!二是大医院!三是

大观园!四是大华西!五是大华西通向大城市"

素质建设

!华西梦"既是富裕梦"更是素质梦+和谐梦' &

!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精神的延续"老书

记用毕生奋斗锻造出的)吴仁宝精神*"已经像

血液一样"流淌在和我一样的每一个华西人的

血脉里' &

)))吴协恩

华西是一个大集团! 华西是一座大花园!

华西也是一所大学校"

华西
'%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形成了一整

套吸引$发现$培养$引进人才的经验" 他们过

去的口号是(%来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 今天

的理念则是(%服务华西村!就是华西人&"

商品交易 $物流储运 $金融服务 $海运海

工$化工仓储等行业!目前的员工
1+0

以上是

外来人员" 金融投资公司的一位老总!原来是

地方金融系统的知名人物 " 华西村召唤了
$

年!他终于为华西的发展所激励!为吴协恩的

襟怀所感佩!自愿加盟华西金融团队"

华西人素质提升!是发展转型更为深厚的

根基"

年轻人是华西村的未来" 村党委努力为他

们提供学习机会!搭建事业平台!同时还十分重

视他们人格品德的养成和理想信念的陶冶!每年

都要组织他们参观贫困地区! 接受传统教育!认

真回顾村史$家史$个人成长史!在%三史&教育中

对比自己的作为!在%六爱&活动中提升自己的觉

悟!帮助年轻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让他们会办事!能干事!不出事"

老书记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是华西发展

转型中最可宝贵的价值引领"

吴协恩深情告白(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

精神的延续!老书记用毕生奋斗锻造出的%吴

仁宝精神&永远不会结束!老书记为党$为国$

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永远不会结束!为亲$为友$

为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永远不会结束" 而且!这

种精神和要求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和我一

样的每一个华西人的血脉里!被继承!被汲取!

被发扬!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从吴仁宝精神谈到华西村道路!吴协恩信

念坚定(%共同富裕这条道路!我们华西永远不

会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关心弱势群体!又

要鼓励能人团队" 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变化!但

根基$底线永远不会改变* &

华西梦!既是富裕梦!更是素质梦$和谐梦"

如今的大华西!不仅实现了共富的可持续

发展!而且实现了文化的可持续融合" 大华西

干群认同%一分五统&!认同华西精神!认同共

富之路!在和谐中融入了华西大家庭"

在吴协恩和他的乡亲们的憧憬中!描画华

西新的发展蓝图!就是要共同打造一个独具江

南特色的%世外桃源&(经济发展稳健!干群敬

业奉献!素质提升全面!环境美丽整洁!共富实

干为先!百年责任在肩"

*刊登于&半月谈'杂志
.1+:

年第
+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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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组织!三种对象+三条线路&外出考察记

本报讯
1

月
+

+

#-

日!在村党委$村委的

精心安排下! 在吴协恩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华

西村
###

名村民分为%三种对象$三条线路&进

行外出参观$考察" 一条是原少年战斗队成员!

一条是老年人$老干部代表!一条是原铁姑娘

战斗队成员"

考察团成员分别考察了华西在北京的华苑

饭店! 在唐山的华西北钢! 天津的海洋工程项

目!在重庆的
),

区项目$东原
#+1#

项目和双福

农产品市场! 并了解了在武汉的十堰项目和天

门项目介绍!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唐山抗震

遗址!以及万里长城$奥林匹克公园$磁器口$白

帝城$神农架$武当山$黄鹤楼$三峡大坝等景

点" 他们一路走$一路议!一路看$一路学!成员

们纷纷表示(这既是一次深受教育的参观之旅!

又是一次倍受启发的学习之旅! 更是一次提振

信心的考察之旅"特别是看到华西在外省$市的

转型发展! 真正感受到了华西的转型升级迎来

了%收获期&!确实是%十年积累!硕果累累&" 吴

协恩书记的转型思路和转型战略!不仅看得见!

而且摸得着!正如%中华第一刊&,半月谈-中所

叙述的(%从量到质!从体力到脑力!是华西转型

的路径#立足华西!面向全国!多管齐下!百花齐

放!是华西转型的布局" 华西的产业升级$村庄

变革!素质建设整体推进!华西道路依然广阔!

华西发展依然强劲&"

吴凤英说!!新书记为啥要我们当年的铁

姑娘代表+ 艰苦奋斗战斗队的代表到这里来"

就是要重温当年的艰苦精神+艰苦岁月' 虽然

华西发展了"在世界+全国有名"而且名气非常

大' 但今后的华西还要继续的努力"还需要艰

苦的精神"需要我们华西人的付出和奉献' 这

次大家来了以后" 从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当中"

都能感受到幸福' 相信在新书记的领导之下"

我们的党委一班人"一定会建设一个文明的华

西+幸福的华西' 我们也有能力+有办法"奉献

出每个人的力量' &

赵荷芬说!!这次玩的总的感受来看" 第一

是激动"第二是高兴"第三是了解' 看了北钢的

卫生+管理和产品"大家非常高兴'这是啥/这是

新老书记的培养"派出我们华西的干部"继承了

华西的精神" 发扬了艰苦奋斗创业的精神"同

时" 进一步了解了华西的地位和对华西人的尊

重' 特别是每到一个景点"每到一个地区"都是

吃食住行安排得非常高兴"非常开心' &

赵凤娣说!!感动+激动"回去行动'我特别感

动的是什么/ 我们以前是铁姑娘"现在都是老太

太"都做亲娘+奶奶了' 县委书记连吃饭都知道"

组织部长+妇联主席"陪到我们结束"这样的执

行"不得不感动'我们平时是在家的家庭妇女"能

够得到这样的地位"这就是华西的影响力' &

赵毛妹说!!这次一道来"这样的幸福"就只有

新书记想得到'实事求是讲"我们要做好力所能及

的事情"要对得起这次新书记对我们的安排' &

赵志初说!!新书记在西部的战略"包括他经

常说的开拓在外部"成果在本部"这个就是'以前

老书记打造了)天下第一村*"现在新书记打造西

南"把西南的蓝图画出来了"重庆市里也好"农产

品市场+控股煤矿也好"应该说新书记最近
'

年

到
#%

年的战略思路"是华西转型成果的体现' &

瞿全兴说!!看了以后" 可以用两个字来

说"叫)惊叹*' 大家看了两个地方"建设的规

模+建设的档次"都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经济

的效益"将来的收益期也是非常长的"房地产

也好"综合批发市场也好"综合性的商场也好"

都是潜力比较大' &

吴雪坤说!!参观确实扩大了我们的眼界"

也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说明我们村

进一步走出去转型发展有后劲+有实力"为我

们今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何凤寿说!!这次到重庆来参观"实质上考察参

观"我有两条感觉"一是我们新书记转型发展这条

路走得相当正确" 我们华西的后劲看来还要大"说

明我们华西人民还要更加

幸福'第二条"我们新书记

的眼光不错" 合作单位找

得相当正确" 对华西相当

有好处' &

赵望高说!!看了我

们华西的发展是无限

的" 我们身在华西放眼

世界" 在我们华西的发

展后继有劲" 新书记目

光很大" 对我们华西的

发展有保障' &

朱善达说!!作为我们华西老年人来看" 看了

对今后的发展"对华西未来的美景"都能呈现在眼

前'所以我们看了很高兴"很激动'华西的发展看

来"能够增值持续发展"能够在经济建设方面能增

强很大的后劲"所以使华西百年老店能够真正建

设世外桃源是有保证' &

吴雪元说!!通过这次出来看" 确实我们华

西在外面这个发展后劲很大"潜力无量"也是

说跟着我们中央政策走"确实我们这个年龄对

华西信心是百倍的' &

孙长云说!!书记这次安排了华西以前的

青少年出来旅游" 观看华西在外面转型的企

业"真是看了心花怒放' 我们华西书记的转型

在外面的企业真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

瞿惠琴说!!这次由新书记精心安排"关心

我们以前的铁姑娘战斗队一帮老的"吃过苦头

的"确实这次出来非常感动"这个磨灭不了我

们老书记为我们创造这样的条件"由新书记精

心安排' 所以这次第一站到北京北钢"看到我

们何书记把北钢这样的厂弄的这样好"实在真

正感动+激动0 &

张桂英说!!心情非常激动" 激动的原因"是

因为华西有这样的发展"有这样的知名度"有这

么多新老朋友' 特别是到了我们自己的企业里

面"感到非常亲切'华西的企业办到外省"是村党

委和新老书记领导有方"所以大家开心+激动的

用歌声来表达"特别是要唱我们华西的村歌' &

朱林珍说!!老书记的培养" 新书记的决策"我

们华西的妇女才有今天"所以感到特别高兴"特别

开心' 虽然我们岁数大一点"但还要做力所能及的

事'特别在外面的干部"确实让我们在家的人放心"

他们一心一意为华西在做贡献' &

同时!朱进达$赵吉安$孔美珍$吴高英等

外出考察的村民!也是非常激动!纷纷表达了

内心的喜悦之情$赞美之意"

虽然这次外出参观$考察只有短短一个星

期!却给所有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说!

华西人每一次走出去!都是对华西地位的一次

检验!对华西影响的一次提升" 这次!不仅重新

认识了华西!而且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同时对

坚持转型发展的道路!把华西打造成一个具有

%经济发展稳健$ 干群敬业奉献$ 素质提升全

面$环境美丽整洁$共富实干为先$百年责任在

肩&六条标准的%世外桃源&!增长了信心$提供

了条件$迸发了动力"

,志荣 少春 吴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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