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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医院邓丽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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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幼儿园正在扩建，9
月份就将投入使用。目前，该
路段的改造方案，正在商讨当
中。

华西霓虹白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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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白班的人很难缴电费，营业
厅上班我们上班，我们下班他
们也下班。或者改进一下缴
电费的方式，用微信或者支付
宝，这样会更方便。

村委：已与热电公司沟
通，为进一步方便村民用电，
除中心村营业厅外，周边村设
立了三个营业点（马桥营业
点、商贸城营业点、龙东湖营
业点），外部营业点休息时间
为每周日一天。中心村营业
厅全年不休息，法定节假日安
排员工值班。如遇特殊情况，
可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
86216244，中心村营业厅员工
将会及时提供加班服务。

电动轿车越来越普及，建
议村里选择合适的地点安装
电动汽车充电桩，以备客人使
用。

——华西龙希 孙大同

华西双桥出村的十字路
口上下班时间车辆特别多，
由于没有红绿灯指示，交通
混乱，经常造成交通事故，
希望村里能设置红绿灯或
者临时红绿灯引导车辆通
行。

——华西金融 徐燕

三农公寓A栋前后的水泥
路面坑坑洼洼，车辆行驶困
难，建议修整。同时，菜场路
段两头在上下班时经常拥堵，
存在安全隐患。建设安装红
绿灯，即使发生碰擦事故也有
个定责依据。

——华西龙希 葛春鸣

平时上下班每天都要往
返路过华西中康路，两个月前
发现南桥西面有一条缝隙，可
以透过缝隙看到桥下情况。
近期发觉桥面的损坏程度在
加剧，不仅南桥，北桥也出现
多处破损。每天在桥上都会
有许多重卡经过，很是担忧。
希望有关部门关注下，尽快封
桥维修。

——华西一村 华聃雳

我为华西
进一言

一 句 话 新 闻

本刊讯 6 月 15 日，
江苏省委原副秘书长李敏
前来华西，调研“三农”工
作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并与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座
谈交流。吴协恩书记表

示：华西要努力推动农业
生产高质量，还要成立专
业化的农业管理公司，力
争花5年时间，对外输出华
西的农业管理新经验！
（少春 开军 文/摄）

省委原副秘书长
李敏调研华西

本刊讯 6 月 14 日，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
家河村老书记石春阳一
行赴华西考察期间，与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就
结对共建事宜进行了商

谈。吴协恩书记介绍了
华西致力推动“乡村振
兴”，努力打造“农村都
市”的有效做法和深刻体
会。
（佳志 学军 文/摄）

陕西梁家河村与华西村
结对共建再深入

本刊讯 7月1日，江
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焦
建俊，在无锡市委常委、江阴
市委书记陈金虎等领导的陪
同下，到华西调研，并与华西
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进行了座

谈交流。在了解了华西的发
展情况后，焦建俊副部长对
吴协恩书记带领华西人改革
创新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
（江华 开军 文/摄）

省委宣传部领导充分肯定
华西改革发展新经验

本刊讯 6 月 25 日，
无锡市副市长蒋敏在无
锡市农委主任高佩的陪
同下，前来华西考察有机
农业生产情况。华西村
党委书记吴协恩着重介
绍了在新时代致力抓好
农业生产的新思路、新举
措。蒋敏副市长表示：华

西村不惜重金投入培养
人才，用工业化、标准化
的理念来做农业，令人感
动，使人振奋；华西人用
恒心、匠心、良心、安心
来发展农业，华西的农业
一定大有前途、大有作
为。
（学军 开军 文/摄）

无锡市副市长蒋敏
到华西考察农业发展情况

本刊讯 6月 26日，江苏省委召
开“寻找老支书精神”座谈会，吴仁宝
老书记名列“四十年老支书”之中，被
称为“中国农村干部的杰出代表”。连
日来，各级组织、各地干群纷纷到华西
开展“寻找老支书精神”活动。
6月26日当天，华西村里就召开

了一场“寻找老支书精神学习会”，大
家聚在一起共同分享老书记感人事
迹，寻找老书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随后，无锡市委组织部、江阴
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先后到华西召开
座谈会，共同探寻吴仁宝老书记的感
人事迹和奉献精神。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认为，寻

找老支书精神，就是要从老支书们的
丰富实践中，挖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精神之源”，打造成千上万个担当
作为、创新实干的“铁肩膀”。从华西
来说，吴仁宝老书记就是我们身边的
典型、身边的感动，他的思想、精神、理
念，就是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的一
种文化。我们传承老书记的思想精
神，就是要把握“变与不变”的原则、紧

扣“与时俱进”的主题，把他的思想融
入到发展任务中、把他的精神贯穿于
为民造福中。
从一穷二白的小华西，发展到如

今的“天下第一村”，从华西村发生的
奇迹中，大家感悟到，一个共产党的

基层干部，一旦拥有了吴仁宝老书记
的伟大精神，能够激发出多么巨大的
潜能，能够创造出多么丰厚的物质财
富。在华西，吴仁宝精神就犹如一盏
明灯，人虽然走了，但灯依然亮着。
正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的：

“老书记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
他先进的思想；生命不等于呼吸，重
在精神的延续……老书记虽然不在
人世，但他的思想，是活在每一个华
西人民心中的。”

（唐芸芸 赵开军 文/摄）

寻找老支书精神 做好新时代党员

各地干群赴华西寻找老支书精神

▲6月2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天津滨海新区推进高质量发展女
处级干部培训班学员到华西考察。

▲6月2—3日，意大利SMIT斯
密特剑杆织机技术研讨会在华西召
开。

▲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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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村第四期）在华西开班。

▲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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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全国党校系统学习
研究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思
想理论研讨会代表到华西考察。

▲6月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英语频道《环球财经》栏目记者
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6月5日，湖北宜都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邹青松到华西考察。

▲6月6日，德稻全球创新（北
京）有限公司上海公司会议在华西召
开。

▲6月7日，香港《大公报》陈旻
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6月7日，腾讯大苏网副总编
谷岳飞、腾讯大苏网视觉主编蔡敦昊
到华西专访吴协恩。

▲6月7日，2018年全国企业家
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参会嘉宾
到华西考察。

▲6月9日，河南省人大农委主
任张琼到华西考察。

▲6月10日，陕西省延川县委书

记张永祥率团到华西考察。

▲6月12日，江苏省发改委副巡
视员张瑞丽带队到华西调研。

▲6月12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米易县“社会治理与文明城市创
建”专题培训班学员到华西考察。

▲6月12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大
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暨干部能
力提升班学员到华西考察。

▲6月14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副馆长颜武、朱晓艳到华西考察。

▲6月14日，天津电视台新闻中
心记者耿雅馨到华西专访吴协恩。

▲6月15日，苏州银行董事长王
来凤率队到华西开展党组活动。

▲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郎到华西考
察。

▲6月20日，无锡市深化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华西召
开。

▲6月20日，2013-2017年度“江
阴市十佳青年农场”表彰暨乡村青年
人才振兴计划启动仪式在华西举办。

▲6月21日，陕西富县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贺毅到华西考察。

▲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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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2日，湖南省政协常委、

民盟长沙市委主委、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局长张庆和率团到华西考察。

▲6月22—24日，2018年新标准
研讨暨质量交流会在华西召开。

▲6月24—28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央视英语频道到华西录制中非
合作论坛峰会专题节目《非常中
国》。

▲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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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能力建
设主题班华西村第五期）在华西开
班。

▲6月25—26日，南京大学长江
产经研究院陈柳率团到华西开展“百
城百县百企”调研。

▲6月25日，江阴市民政局、市
统计局到华西开展“七一”主题党日
活动。

▲6月26日，改革开放40周年江
苏省无锡市国情调研组到华西考察。

▲6月26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广东省开平市2018年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考察。

▲6月27日，人民网记者王鑫到
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6月28日，《经济日报》《证券
日报》记者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6月28日，无锡市委组织部在
华西召开“寻找老支书精神”推进基
层党建“三项工程”座谈会。

华西新市村第二十四党支部依
托金融投资总公司建立，公司下属企
业40多个，共有员工280余人，其中
党员56人。一直以来，第二十四党
支部立足金融行业创新发展，持续推
进党组织提升，把党支部的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作为党建的重要抓手、企业
管理的重要方面，着力提升党支部的
战斗力、凝聚力、生命力。
由于金融企业分支较多，分布地

点广泛，第二十四支部细化基层党建
工作，明确责任到人，将党员按企业
分布区域成立多个党小组，做到重要
会议集中参加不走样，常态化学习分
组开展多样化。对于常规的“三会一
课”、远程教育学习、统一活动日活动
等，都要求建立单独台账，年底进行
考核，与公司业绩考核相挂钩。
第二十四支部不仅建立了党支

部活动室，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相应
建立了党小组活动室，按照党员数量
配备设施，包括电脑、电视、投影仪
等，及时播放党员电教题材以及村党
委各种影像学习资料。通过党务公
开，公开党费收缴、支部评优、党员发
展公示等各项工作，接受全体党员群
众的监督。利用互联网提高党建效
率，建立微信群、QQ群，并在公司网
站设立党员之家板块，做到组织上的
精神能第一时间传达，党员的心声能

第一时间反映。个别长期驻外党员，
以自学和及时反馈的方式来加强党
员学习，回村时则积极与支部书记、
支委交流学习和工作情况。每年，还
要开展党员志愿服务、退休党员慰问
等活动。

党支部每年都会制定年度工作
目标，严格落实组织生活会，根据要
求民主规范议事。最近，村党委进行
迎“七一”先进党员评选，支部召开了
半年度组织生活会，通过充分发动讨
论，一对一开展谈心谈话，征求全体
党员意见，选出了一致公认、以身作
则的优秀党员推荐对象。年底，支部
还要进行民主评议党员，通过实事求
是的分析、总结，查摆问题，提升党员

党性修养。为了提升党组织的活力
和先进性，支部还通过后备人才培养
为党组织输送人才。在党员发展各
个环节中，进行广泛公示，通过公开、
公平、公正的程序，接收党员群众的
监督，保证增加的后备人才德才兼
备，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向党组织
不断靠拢。
第二十四支部书记杨红玉表示，

党的十九大对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
目标和任务，我们将本着抓党建为龙
头、为核心、为根本的理念，持续推动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星级化创建工
作，让党建工作更好地焕发活力，适
应“百年企业”和“百年华西”不断发
展的要求。 （李迁）

■党支部风采

以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提升支部组织力
——记华西新市村第二十四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