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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焊管祁晓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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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有意向外出锻炼，或者参
与智慧论坛的青年，可以到团委报
名。根据报名人员的实际情况，进行
考察后再确定具体事宜。

华西龙希颜炳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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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已与大华西管理委员会相
关人员沟通，对公寓楼住宅的公用设
施及时进行维护。

华西龙希王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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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已与华西1—13村相关人
员进行沟通，请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

每到下雨天，华西幼儿园入园处就
会形成积水，给家长和孩子们通行造成
一定困难。希望村里能尽快修整幼儿
园周边道路，适当增加停车位，方便家
长接送，减少道路拥堵。

——华西医院 邓丽伟

建议华西电力公司营业厅（缴电
费的地方），适当调整营业时间，正常
上白班的人很难交电费，营业厅上班
我们上班，我们下班他们也下班。或
者改进一下交电费的方式，用微信或
者支付宝，这样会更方便。

——华西霓虹 白婧

华西历来注重尊老敬老，为弘扬
传统美德做出了极好的表率。但是
目前华西景点针对老人参观游玩无
任何优惠，是否可以建议参照通行做
法，制定老年人游玩华西的优惠政
策，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体现华西尊老敬老的高尚情怀。

——华西股份 何从俊

我为华西
进一言

一 句 话 新 闻
▲5月3日，江阴市十五届政

协第十六次主席会议在华西召开。

▲5月4日，安徽省阜阳市“徽
姑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在华西
开班。

▲5月4日，江阴市委党校举
办的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江镇和太
平乡“对标先进谋发展，解放思想
提能力”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5月5日，无锡市滨湖区委
党校举办的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
第二期党务干部无锡培训班学员
到华西参观。

▲5月7日，2018年中组部、农
业部华西村第二期培训班（大学生
村官能力建设主题班）在华西开班。

▲5月7日，江苏省大学生村
官“强信念、增本领”示范培训班在
华西开班。

▲5月8日，中央电视台《财经
人物周刊》主编麦天和、记者向英
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5月9日，江阴市人大常委
会视察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情况
汇报会在华西召开。

▲5月9日，吉林省公主岭市
人大副主任靳晓波到华西考察。

▲5月11日，中央政法委、国

家发改委、公安部检查组到华西实
地检查新农村技防建设。

▲5月12日，民政部政研中心
主任王杰秀、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
戚锡生到华西考察。

▲5月12日，青海省直机关新
任党支部书记基本能力提升培训
班（第一期）在华西开班。

▲5月13日，陕西省宁陕县苏
陕交流村“两委”干部暨脱贫攻坚
“三支队伍”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华
西开班。

▲5月15日，江西省万载县人
大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谭秀英到华
西考察。

▲5月16日，江阴市委党校举
办的新疆新特能源公司培训班学
员到华西参观考察。

▲5月17日，云南省屏边苗族
自治县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示范培
训班（第三期）在华西开班。

▲5月17日，陕西省人大预算
委原副主任刘耀华到华西考察。

▲5月19日，江西省上饶市永
丰县沙溪镇干部班在华西开班。

▲5月21日，中组部、农业农村
部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
官示范培训班（乡村发展与治理主
题班华西村第三期）在华西开班。

▲5月22日，无锡商务局副局
长张建到华西考察。

▲5月23日，中国村社发展促
进会名誉会长余展率2018少数民
族乡村领军人才（华西）培训班学
员到华西考察。

▲5月26日，宁夏吴忠市村党
组织书记第一期（产业发展型）示
范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5月26日，无锡市副市长刘
霞、市农委主任高佩到华西考察。

▲5月28日，吉林省集安市发
改委主任孙华率团到华西考察。

▲5月31日，江阴市地税局到
华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
习华西精神、争当江海先锋”主题
活动（第一期）。

▲5月31日，无锡市“最美人
物走基层”主题巡演首场演出暨
“最美人物剪纸邮册”首发式在华
西举办。

本刊讯 5月31日，党的十九大代
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出席了江
苏省委宣传部思想大解放大讨论学习
动员会。会上，他着重围绕“什么是解
放思想、为什么解放思想？怎么样解放
思想”这三个问题，为省委宣传部全体
机关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辅导课。
吴协恩书记认为，解放思想，就是

不惑于固有观念，懂得“破与立”；解放
思想，就是不惑于已有成绩，擅长“取与
舍”；解放思想，就是不惑于外界喧哗，
分清“开与关”；解放思想，就是不惑于
道路曲折，把握“快与慢”。步入新时
代，再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办法做现在
的事，因为过去的钥匙打不开现在的
锁。客观事物不断变化，我们的思想认
识也必须随之变化，否则就会思想僵
化，造成主观和客观的脱节。所以，不
解放思想不行，非解放思想不可！怎么
样解放思想？核心三条：首先要有自己

的思想、重在破除落后的思想、关键要
会想敢想真想。我们老书记有句名言
“解放思想要有思想，改革开放要有方
向”，如果没有思想，你拿什么解放，如

果没有方向，你往哪里开放？他还说，
解放思想离不开一个“想”，一个连“想
都不敢想”的人，决不会是一个思想解
放的人。当然，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

的空想，也不是违背规律的乱想。解放
思想要与时代同步、要与人民同行，要
在破解新难题、解决新矛盾中，有所创
新和创造。 （少春 开军 文/摄）

吴协恩书记为省委宣传部机关干部授课

本刊讯 6 月 2
日，华西村在高品质
稻米生产基地举办以
“不忘初心，稻亦有
道”为主题的“首届插
秧节”，来自华西各行
各业的90名青年代
表和 100 名金科业
主，与25名专业选手
同插秧机进行比拼。
华西村党委吴协恩书
记表示，成熟的稻子
会弯腰，稻亦有道的
“道”，就是告诉年轻
人学会弯腰。弯得下
腰，才能挑得了担，才
能利得了他，才能抬
得了头。
（开军 文/摄）

华西村举办首届插秧节

华西新市村第十二党支部，目
前有党员57人，分为三个党小组：
特种化纤厂、宝昌公司、彩印厂为
第一党小组；化工码头为第二党小
组，商品合约交易中心为第三党小
组。在村党委、集团公司的正确领
导下，企业党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生产经营健康稳步发展，经济
效益不断增加，使党的各项工作落
到了实处。十二支部充分发挥支
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按照
村党委和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扎
实开展各项实践创新、学习报告、
交流思想等活动，形成了一个团结
合拍、拼搏向上、指挥有力、领导有
方的整体。
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环

境，针对本支部党员思想认识、政
治素质不同等特点，支部不断强化

落实党支部工作制度、党员学习制
度等，做到有章可循。按照村党委
的要求，既要有规定动作，又要有
自选动作，通过学习了解党的新理
论新动态、公司的新形势新任务，
并有机结合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
新理念、新举措，使每一次学习都
能进一步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业
务能力和服务理念。近年来，支部
多次开展了岗位知识竞赛、环保安
全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组织观
看了《榜样》《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
党的建设首位》等教育宣传片，全
方位提高党员素质。
支部通过把党建工作和业务

工作的有机结合，取得了“双丰
收”。像化纤厂去年启动的技改扩
能项目，一条生产线已顺利开车，
扩能后产能增加10万吨，生产的
涤纶短纤产品一直是省名牌产品，
获得多项专利，产品远销欧洲、美
国、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华西村
商品合约交易中心双边交易量同
比去年增加5.31%，在全省大宗化
工原材料交易中心中，客户参与最

多，效益最好，也是我国最有影响力
的大宗化工原料电子交易平台，获
得省“省级现代服业平台经济重点
企业”、“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星级平台五星级”、江阴市骨干企
业、安全生产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

支部班子的带领下，党员干部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像李满良，发
扬了军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
的品质，只讲上班，不讲下班，做到
为事业、为同志、为群众奉献一
切。像袁耿生，在工作中以身作
则，坚持“铁嘴”讲安全、“铁面”管
安全、“铁腕”抓安全，时时处处用
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像陈朗，以
“规范、求真、务实、高效”的工作态
度和工作作风，带领华西商品合约
交易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乙二醇
电子盘、全国首家硫磺电子盘。支
部的党员们都像他们一样，在自己
的岗位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实
际行动树立党员形象，党支部在广
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刘蓓）

■党支部风采

以党建工作促进业务工作稳步提升
——记华西新市村党委第十二支部

本刊讯 5 月 31 日，
无锡市委副书记徐劼，在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
书记陈金虎，无锡市农委
主任高佩的陪同下，到华
西考察农业发展情况。

徐劼副书记一行先后考
察了华西高品质稻米种植基
地、文体活动中心等地，在了
解了华西发展现代农业的相
关情况后，给予了充分肯定。
（学军 开军 文/摄）

无锡市委副书记徐劼
到华西调研农业发展

本刊讯 5月 19—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插队7年
的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
支部书记巩保雄到华西考
察，并与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进行了座谈交流，
商谈了结对共建具体事
宜。在此之前的5月13—
15日，吴协恩书记已委派
村党委、村委相关负责人，

前往梁家河村实地考察，
对接合作事宜，同促“乡村
振兴”。
巩保雄书记在华西期

间，还瞻仰了吴仁宝老书
记原居，参观华西农业示
范园区，以此感受老书记
的先进事迹和人生传奇，
感悟华西村的发展历程。
（佳志 开军 文/摄）

陕西省梁家河村支部书记
巩保雄到华西考察

本刊讯 5 月 8 日下
午，华西医院召开“5·12”
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会
上，物流服务总公司总经
理吴凤英等领导，为“5·
12”系列活动获奖人员颁
发了荣誉证书。随后，由护
理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
文艺演出，在蒙古舞蹈的欢
快节奏中拉开帷幕。活动
中，肚皮舞、演讲、情景剧、
护士礼仪、旗袍秀表演等丰
富的节目内容，不时赢得大
家的阵阵掌声。整个节目，

不仅充分体现了现代护理
人员的新风采和新风貌，而
且展示了白衣天使们多才
多艺的整体素养。演出结
束后，吴凤英总经理，向全
院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
问候，并肯定了近年来医院
护理工作取得的进步和成
绩。她希望大家继续以昂扬
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再接再
厉，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命和健康，为医院的稳步
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王寿萍 孟远想 文/摄）

华西医院举办“5·12”
护士节庆祝活动

本刊讯 6月3日，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
（院）委会委员副校长黄宪
起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
恩陪同下，参观了吴仁宝老
书记原居，考察了文体活动
中心。黄宪起副校长对老
书记的崇高精神表示充分
肯定，对华西村取得的成绩
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华西

村几十年来一直与时俱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华西的发展是对改革开放
最好的注脚！在下一个40
年里，我相信华西在协恩书
记的带领下一定会取得更
好的成绩。40年之后，刚好
是华西两个一百年建成之
时！
（少春 开军 文/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校（院）委会
委员黄宪起调研华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