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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金融徐燕：华西一
村马桥东区别墅区有多处出
入道口未设置限高栏，经常
有拖挂车等大型车辆进入小
区，甚至停放，导致路面压
坏，同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建议村里关心重视，能
够改善这种情况。

村委：已与华西一村村
委及相关部门、人员沟通，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整改处理。

华西龙希王滢：华西二
村如海超市旁边进去的公寓
楼附近，经常有卡车、货车通

行，导致路面坑坑洼洼，建议
进行交通管制，并对路面进
行整改。路边小摊贩进行合
理管理，以免影响正常交通。

华西龙希陈叙莲：三农
公寓、小康路公寓等房子门
前堆放杂物，影响交通，且路
面坑坑洼洼。特别是违章扩
建严重，导致路面越来越窄，
建议整改。

村委：已与大华西管理
委员会沟通，协调相关部门
进行整改。同时，请各住户
自觉遵守相关规章制度，不
得乱搭乱建。

吴协恩书记对青年人的
教育和培养非常重视，组织
35周岁以下的青年人外出锻
炼，举办青年智慧论坛等。
现在，智慧论坛提出自由报
名，建议外出锻炼也可以自
由报名，然后由村里考察安
排决定。因为有的人想去，
可是一年等一年都没有安排
到，一转眼就过35周岁了。

——华西焊管 祁晓峰

三农公寓楼道感应灯
年久失修，夜班上下楼居
民极不方便，希望能够修
理。

——华西龙希 颜炳高

华西周边村住宅区的
垃圾桶太小，极容易堆
满，建议更换成大垃圾
桶。

——华西龙希 王滢

我为华西进一言一 句 话 新 闻

本刊讯 4 月 11 日，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
党组书记、总队长邓盛平一
行前来华西考察。党的十
九大代表、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陪同邓盛平队长，参
观了老书记原居，随后进行

了座谈。华西村“城乡一体
化”的超前规划，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创新理念，受
到邓盛平队长的充分认可，
他称赞华西的新农村建设，
走在了全国农村的前列！
（佳志 学军 文/摄）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
总队长邓盛平到华西考察

本刊讯 4月17日，第九期华
西青年智慧论坛举办“迎五四——
我的青春不一样”专场。吴枫、党思
琦、唐梦杰等10位赴青海省农村锻
炼的青年，围绕在当地劳动锻炼和
生活经历，用鲜活的故事回溯了与
当地农民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的艰
辛和感动，讲述了自己的实践心得
和深刻思考，诠释了华西青年对青
春的感悟。
论坛上，吴协恩书记表示，选

派年轻人出去，就是让大家去感
受、去实践、去追思老书记、去体验
老一辈的不容易。这次为什么让
年轻人去青海，而不是去贵州？因
为不同的地方，能让大家有不同的
感受，不管是去的人，还是没去的
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年轻
人不能老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
要让他们如日中天！对大家这次
的青海锻炼之行，是既满意，又不
满意。满意的是，大家真正体验到
了艰苦，真正受到了触动；不满意
的是，在青海吃的东西稍微好了一
点，但这个“不满意”体现了青海老
乡对我们华西的热情和友善，很感
谢他们。

（少春 开军 文/摄）

华西举办第九期青年智慧论坛

本刊讯 4 月 10 日，
江苏省粮食局局长夏春胜
一行，在无锡市委常委、江
阴市委书记陈金虎的陪同
下，前来华西调研都市农业
发展情况。期间，着重参观

了华西高品质稻米基地，并
进行了座谈交流。夏局长
对华西坚持发展科技农业
的创新之举和成功做法给
予高度赞扬！
（佳志 学军 文/摄）

江苏省粮食局
局长夏春胜调研华西

本刊讯 4 月 18 日，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及执行总裁李力到
华西考察。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

恩会见了李力总裁一行，并
进行了座谈交流。吴协恩
书记表示，最近10多年来，

华西通过技术改造做差异
化、做特色化，各个企业专
心做好自己的细分领域，而
不是去跟其他大型企业做
相类似的产品。我们宁做
小池里的大鱼，不做大池里
的小鱼！
（少春 开军 文/摄）

吴协恩书记会见
北控水务执行总裁李力

▲4月2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的邹城
市村和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学习。

▲4月3日，江阴市经信委到华西开展
“学习老书记，服务零距离”主题活动。

▲4月8日，江苏省第四届“4·8司法
日”主题活动——春潮涌百企暨延陵季风
德法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华西举办。

▲4月9日，海南省儋州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纪少雄到华西考察。

▲4月10日，新华社内参选编副总编
尹洪东到华西调研。

▲4月11日，山东省宁阳县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刘学平率团到华西考察。

▲4月12日，2018年江阴市科协干部
“学习华西精神，争当创新先锋”专题培训
班在华西举办。

▲4月12日，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副院长贾朝宁到华西考察。

▲4月15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副所长莫纪宏率国际宪法学协会执委会代
表到华西考察。

▲4月1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之声”记者李行健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采写“改革开放40年·40人”专题报道。

▲4月16日，2018年中组部、农业部华
西村第一期培训班（创业富民主题班）在华
西开班。

▲4月17日，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
村干部示范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4月18日，江阴市在华西村举行中国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情调研江阴基
地揭牌仪式。

▲4月18日，云南农村干部学院第一期

乡村振兴“领头雁”专题研修班在华西开班。

▲4月19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苏陕
合作国土资源业务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
观考察。

▲4月20日，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副局
长张春平率队到华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4月20日，青阳高中在华西举办成
人礼活动。

▲4月21日，无锡华光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董应民到华西考察。

▲4月21—22日，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江苏经济报社“新闻宣传实训暨华西采访
研学班”在华西举办。

▲4月22日，宁夏农村基层党组织书
记示范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4月22日，新疆吐鲁番市副市长谢
强到华西考察。

▲4月23日，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委
副书记曾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小俊
率团到华西考察。

▲4月25日，无锡市基层党建工作推
进会与会代表到华西参观。

▲4月25日，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宣
传骨干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4月26日，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副主任、
港台部主任赵丹平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4月27日，江苏省农委副调研员石
言弟到华西考察。

▲4月27日，江阴市商务局到华西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

▲4月28日，江阴市周庄中学到华西
举办初二年级十四岁青春仪式。

▲4月29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副县
长张虎严率团到华西考察。

4月 16日至20日，我
有幸参加了由中央组织
部、农业农村部在华西村
举办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和大学生村官师范培训
班。
此次培训中，我感触最

深的，就是吴仁宝老书记清
正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的崇高精神。我觉得，主
要是学习老书记带领村民
共同致富的伟大精神，首先
是学习他时刻为群众着想，
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克
己奉公的精神。在华西村
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
些反对的声音，正是因为吴
仁宝老书记克己奉公，才使
得群众最终消除了顾虑。
其次，是学习他夯实能

力，勇于拼搏、敢于担当的
奉献精神。在华西村的发
展过程中，有几次吴仁宝老
书记和群众的想法背道而
驰，但是他以超人的决断力
和敢于担当的精神，顶住压
力，带头示范，提振了华西
村民的信心，抓住了华西发
展的机会，也使他的威信不
断增强。作为一名农村干

部，我也要夯实自身的工作
能力，培养自身的敏锐观察
力，并以此作为创新的支
撑，让工作实力成为自身威
信的最好诠释。
最后，是学习他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为民精
神。吴仁宝老书记也曾遭
遇过群众的误解和质疑，
但是他一心为公、无私奉
献的精神，让他和群众真
正地成为了一家人。这种
精神，打下了牢固的群众
基础，而群众基础是开展
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吴仁
宝老书记干工作从来是为
集体着想，为村民谋福，始
终将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正是因为他这种一心
为民的工作情怀，才得到
了广大华西村民的信任和
支持，才带领全体村民创
造了华西奇迹。
华西村创造的物质财

富让我惊叹，更宝贵的是
华西的精神，艰苦奋斗、不
畏艰难,勇于拼搏、不断创
新。今后，我将以华西精
神为指引，努力工作，奋勇
向前，做好本职工作。

以华西精神为指引奋勇向前
□上海市建设镇虹桥村村委会主任 黄东

华西新市村第九党支部，是村党
委下属的热电公司党支部。支部书
记孙中，也是热电公司总经理。他在
工作中充分立足本职，按照村党委和
集团公司有关加强组织建设的一系
列要求，努力探索基层党组织服务群
众的新载体、党建社会化的新路径、
与促进发展的新方向。
孙中工作室成立以来，不断推进

党的建设，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提升服务功能，
认真办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保证监督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
执行，支持董事会、经理（厂长）依法
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主体作
用，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围绕
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全心全意依
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
工作；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
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关心服务职
工群众，主动帮助职工群众排忧解
难。
目前，热电公司现有员工223人，

党员24人。孙中工作室通过开展“一

个党员一面旗帜”“党员先锋岗”“党
员责任区”等创先争优活动，鼓励党
员亮出身份，凸显作用，树立形象。
赵洪、戴路军、吴忠这3位党小组组
长，在公司各项改革中勇挑重担，发
挥了表率作用，带动了职工争先创
优，其中热电公司热网部主任袁钢获
得“2016年度华士镇文明职工”称号，
运行值值长潘纪锋荣获“2017年度华
士镇文明职工”称号，他们在工作中
不断钻研技能，提高管理水平。同
时，工作室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培养，
积极开展“传、帮、带”，从80多个35

周岁以下年轻人中，挑选出15名优秀
青年，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建立档案，
定期测评，推优入党，鼓励他们提升
本领，不忘初心，奋力前行。
“华西是您家，有事找书记工作

室”。工作室的建立，畅通了“三个渠
道”：群众反馈渠道、客户反馈渠道、社
会监督渠道。今年一月底，暴雪前夕，
支部党员在夜间巡查时发现，由于建
造时间久，隧道内灯光昏暗，必须及时
抢修。暴雪逼近，原本计划的8天工期
必须提前完成，变电所工程部员工们
加班加点，盒饭“傍身”，最终缩短了一

半工期。春节期间，工作室党员在支
部书记孙中的带领下，党小组组长们
自掏腰包购买了粮油鱼肉，前往困难
群众家中进行慰问，仔细询问家中困
难，鼓励他努力战胜困难，安心工作，
今后有什么困难找书记工作室。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作

为基层一线的领头羊，党支部书记孙
中更是成为了大伙心中的榜样：连续
十多年新年不休息，奋战在一线工作
岗位；大年初一，带着自己13人的大
家庭成员，出现在一大会址纪念馆
内，家中8名党员在党旗前合影。依
靠自身的坚定和坚持，孙中逐步带出
了一支生机勃勃、齐心协力、默默奉
献的党员队伍，赢得了华西村党委和
上级组织的肯定，成为了江苏省级党
支部书记工作室示范点。对此，孙中
表示，工作室将始终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华西“两个一
百年”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杨程 文/摄）

■党支部风采

用心搭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华西新市村党委第九支部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