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版 2018年2月5日 星期一 ShiwenZixun

责编：张学军

时闻
资讯

本刊讯 1月12日，华西召开物
流、焊管、铜业等企业骨干人员座谈
会。会上，各公司负责人汇报了一年
来的企业运行情况，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作了总结讲话。

吴协恩书记指出，什么是一把
手？一把手一要担当，二要服务。所
谓“担当”，就是要当好下面人的“一
把伞”；所谓“服务”，就是要当好下面
人的“店小二”。 什么是管理？简单
来说，就是“管”好生产经营，“理”清
重点问题。管理永无止境，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不管是成本管理、人
事管理、安全管理，还是质量管理、环
境管理、文化管理，管理一定要规范
化、制度化、长效化。一名骨干，干事
一定要积极主动。很多事情不是因
为困难才不去干，而是因为不去干所
以才困难。一个人学会了积极主动，
就没有什么干不成，只有来不及干。

吴协恩书记表示，为什么如此重
视年轻人？因为今后的竞争，它不是
简单的行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

的竞争。而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总是稀缺的，你不去争，别人会去
争。所以，要舍得给待遇、舍得开条
件、舍得下本钱，不要看他拿了多少
钱，要看他为华西做了多大贡献。经
济发展到现阶段，过去的钥匙打不开
现在的锁，再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办
法做现在的事，唯一的出路就是创

新。创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做企
业，产品只是载体，服务才是中心，客
户在选择你的产品时，已不是单纯地
看质量和功效，更是看你的品牌和服
务。关键就是要学会“利他”，利他就
是利己，你为别人着想，就是为自己
着想，你让别人舒服了，别人也会让
你舒服。 （佳志 开军 文/摄）

吴协恩书记寄语企业骨干：

“管”好生产经营 “理”清重点问题

本刊讯 1月3日，江
阴农林局前来华西村举办
首届“江阴好大米”评比活
动。在此次活动中，曾经
获得“江苏好大米金奖”

“无锡好大米金奖”的“华
西大米”，通过评比，过关
斩将，名列前茅，荣获“江
阴好大米”金奖！
（佳志 开军 文/摄）

“江阴好大米”
评比活动在华西举办

本刊讯 1月26日，一
顿特殊的年夜饭在华西村
热闹开席，400多名为城市
清洁和美丽默默奉献的环
卫工人欢聚一堂，提前吃
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并
表彰了一批工作突出的环
卫工作代表。

这场精彩热闹的联欢
晚会，是华西村和青悦环保
科技公司，为广大环卫工人
精心准备、主题为“献给城

市美容师的新春赞歌”主题
联欢晚会。华西村党委副
书记缪华在致辞中表示，我
们华西村将把关注环卫工
人、倾听环卫工人、服务环
卫工人，作为社会责任的另
一个起点，用实际行动向全
社会呼吁：关爱环卫工人、
尊重环卫工人，珍惜他们的
每一分劳动成果，做环卫工
人强有力的护盾。
（学军 开军 文/摄）

爱心“年夜饭”情暖环卫工

本刊讯 1月3日，华西村党委
召开华西1—13村党支部书记座谈
会。会上，党的十九大代表、华西村
党委书记吴协恩，作了题为《依法依
规、担责担当、共建共享》的讲话。他
勉励大家：“化被动应对为主动服务，
从‘要我做’转变到‘我要做’，让老百
姓切身感受到你们是真心实意为他
们考虑的！”

吴协恩书记表示，“一分五统”17
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大华西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所有这些既离不开
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也离不开“小
华西建设大华西”的有力推动。现在
的大华西真正反映了“三个心”：班子
聚人心，上下能齐心，百姓有信心。
13位村书记，自身也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主动意识、示范意识、为民意识都
有了进一步提高。他还寄语参加会
议的村书记，要从好的角度出发，爱
护老百姓、团结老百姓、体贴老百姓，

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以造
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对此，华西1-13村党支部书记
纷纷表示，一定以自觉的大局观念、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以务实的办事作
风，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共同把大华

西建设得更好，让乡村更美丽、社会
更和谐、百姓更幸福，最终让老百姓
从内心里肯定我们干部、从情感上认
可我们干部、从行动上拥护我们干
部！

（少春 开军 文/摄）

吴协恩书记寄语华西1—13村党支部书记：

爱护老百姓 团结老百姓 体贴老百姓

本刊讯 1月13日，由《作家文
摘》报社、华西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首
届中国非虚构博士论坛在华西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学者围
绕非虚构文学这个话题，共同讨论
研究了当代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存在
价值与现实意义，并就我国非虚构
文学的创新与发展交流了意见。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认为，研究
“非虚构”，就是想通过一个实实在在
的地方，来研究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
和文学写作的现象，达成一种学术上
的结论。

在华西村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
背景下，华西村在让村民“富口袋”的
同时，还注重对村民的知识水平与文
化素养的提升。本次论坛在华西的
成功举办，为村民们送上了“精神食
粮”，对华西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
要意义。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表
示，“非虚构”就是写实，写实的东西，
总是让人感到最可爱、最可亲、最可

敬。希望你们能为华西的文化事业
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也相信，各
位一定能把新思想、新语言、新梦想
注入创作，为这个时代留下宝贵的精
神财富！

为推广更多聚焦真实、紧跟时
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非虚
构好书，本次论坛上还举行了《作
家文摘》2017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评选活动，《作家文摘》从近200多

部入围书目中甄选出30部作品，并
以网络投票结合专家评审的形式，
最终确定十部作品为“十大非虚构
好书”。

（苏嘉栋 赵开军 文/摄）

华西举办首届非虚构博士论坛

华西钢铁李文静：建议
华西旅行社增开一条亲子参
观路线，让华西米业的专家
为孩子讲解“香喷喷的米粒
从哪里来”？等到收割季节
可以组织亲子“稻田收割
季”，让孩子在轻松欢乐的氛
围中完成一次农业知识的体
验和学习。

村委：今年，已有部分家
庭自行前往米业基地感受田
园风光，将与旅行社和米业
沟通，明年提前开辟合适的
旅游线路。

华西龙希陈晨：由于龙
希广场晚上的舞蹈音乐影响
到客人休息，建议将时间适
当调整到19:00-20:00，并
将音量适当调小，以免影响
酒店住客的休息。

村委：目前，龙希广场
的音乐播放时间为晚上
6：30—8：30，声音已经调
小，不会影响酒店客人休息。

华西龙希陈叙莲：双桥
路段、铜管厂那边有标示、标
牌，禁止大卡车通行，双桥路
口也有桥梁限重警示牌，但
是仍旧有大卡车和大型货车
通行，并无人管制，希望加强
管理。

村委：正在与江阴市交
通管理部门沟通，在这两个路
段增设监控设备，有效管制大
型车辆进出。同时，请各公司
通告各友好单位，不要让大型
车辆从双桥路进出。

沪宁中康山庄随着住
户越来越多，一条红绿灯通
往隧道的路显得很窄，行人
以及对面会车都有点堵，是
否考虑路西扩宽，这样方便
大家出行安全。

——华西毛纺 王善兰

华西钢铁大桥西堍与小
康路交叉路口，早晚上下班
高峰期间，经过车辆较多，由
于缺少疏导和管理，车辆行
驶杂乱无序，造成事故隐
患。建议村里在早晚高峰期
间派人加以疏导和管理。
——华西股份 何从俊

华西的各条道路、各个
公司实施亮化工程后，成为
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
是后期维护还是没有跟上，
个别路灯不亮后，长时间没
有人修理。建设村里安排
专人检查、维护，及时更换、
修理不好的路灯。
——华西龙希 朱洪娟

华西幼儿园门口道路
拥挤，特别是在小孩子上学
放学期间，建议放学的时候
安排人员在那个路段指挥
交通。
——华西龙希 唐建波

我为华西
进一言

一 句 话 新 闻

▲1月3日，九三学
社江阴市委到华西召
开学习贯彻中共十九
大精神暨市委（扩大）
会议。

▲1月3日，浦发银
行江阴支行到华西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活
动。

▲1月5日，陕西延
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李钢到华西考察。

▲1月5日，江阴市
临港开发区到华西开展
学习十九大精神活动。

▲1月5—6日，华
西焊管、硅钢召开2018
年度业务洽谈会。

▲1月7日，台湾人
民共产党总理林德旺
到华西考察。

▲1月9日，江苏省
副省长陈震宁一行考
察华西村。

▲1月11日，四川
省攀枝花市副市长敬
登峰到华西考察。

▲1月12日，省委

组织部远教中心主任
闫伟到华西考察。

▲1月14日，“心思
路·耀未来”——权建
集团协成系统2017年
度高峰会在华西召开。

▲1月17日，辽宁
省盘锦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任赵书哲到华
西考察。

▲1月18日，华西
钢铁有限公司召开高
线客户座谈会。

▲1月20日，Get赢
——江苏省区2017网
络大会在华西召开。

▲1月24日，安徽
省滁州市全椒县农机
局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1月26—27日，
中国信鸽协会2017年
全国工作会议在华西
召开。

▲2月1日，江苏陆
军预备役高射炮兵第
二师政委林德勒率作
战部队新交流干部集
训队到华西参观。

华西雪景

（冬宇 陈燕 远想 摄）

本刊讯 2月 1日上
午，《华西月刊》召开2017
年度总结表彰会。会议
不仅邀请《江阴日报》领
导作了专题辅导，而且还
表彰了五大类型，37名优

秀读者和通讯员。会议
希望各位办刊人员和各
位通讯员继续携手起来，
共同把《华西月刊》办得
更好！

（开军 文/摄）

《华西月刊》召开
2017年度总结表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