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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聚焦

书记说

7月5日晚上，华西村召开了7

月份经济分析例会。会上，村党委

书记吴协恩着眼全球形势，瞄准未

来趋势，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科学

分析，进一步引导与会人员，要科

学总结好上半年，全面谋划好下半

年。

★2018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会
议，既是经济分析例会，也是半年度总结会，
更是解放思想，落实下半年工作的动员会。

★集团公司1—6月份完成可用资金比

去年同期增7.75%，比任务数增16.13%，上交
税金比去年同期增32.43%，为实现全年目标
任务打下了扎实基础。

★对于各公司、各企业上半年取得的成
绩，以及下半年要做的工作，我主要讲“三句
话”：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变有限
为无限。

★当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做时，你解释
说人家也是这样做的。这说明你还是在跟
着走。跟着走，慢一拍。我们要领着走，快
一拍，当谈起某件事时，要让人家说华西也
是这样做的。这样我们就领先了！

★上半年，各公司、各企业不仅各项工
作做到位，而且经济建设上台阶，任务超额
完成、技改亮点纷呈、发展后劲倍增。我的
看法，完成任务和超额完成任务，完全是两
种不同的概念，因为超额意味着你是“我要
做”，而不是“要我做”。

★从2013年到现在，华西总的技改资金，
累计已达18.74亿元。1978年华西全村交税
28.18万元，2017年底缴税13.56亿元，增长了
4811倍。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的220
元，增长到了现在的9.05万元，增长了410倍。

★进入下半年，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不
稳定性还将进一步突显。从国内经济形势
来说，也不容乐观，下半年的“血液”会更缺，
央行不可能再大规模“放闸”，因为货币宽松
只会带来更大的泡沫和风险。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我发
现有一个“逢8陷阱”：1988年物价飞涨，年
底“物价闯关”失败，诱发了一场社会动荡；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银根紧缩，掀
起了第一次民营企业倒闭浪潮；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跌到低谷；2018年半
程已过，充满了迷茫和不确定性，今年的结
局会是什么，所有人都在观望。

★我认为，中国经济越是低迷和悲观的
时刻，越可能酝酿出下一场重大改革。像
1988年的物价危机后，我国重启了市场化改
革，一举解决了价格双轨制的困局；1998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政府规划出消费、投资
和出口“三驾马车”，迎来了新一轮的大增
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既催生了四万
亿计划，也倒逼出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
用辩证的眼光看，今年可能又将迎来一次大
改革的机遇。

★不管形势是好是坏，华西都得发展，我
们要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态势，把外部压力转
化为内生动力。在我看来，环境不是牢笼，创
新就有机遇；困难不是阻碍，努力就有出路。

★商业世界，是一个充满各种信号的世
界。读懂这些信号，就能把握发展机遇。10
多年前华西开始转型，因为我看到了“大不
等于好”的信号，所以转向服务业。现在，我
又看到了“核心技术要自力更生”的信号，所
以要再一次转型，从“双轮驱动”转向传统产
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三轮驱动”。高科
技产业，这是华西的后劲所在。

★我们做企业一定要把握时代趋势。
把握住了趋势，至少可以推动你往前跑10
年。如果把握不了，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很
快被时代所抛弃。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成
功的企业，只有跟上时代的企业。

★现在俄罗斯“世界杯”正踢得热火朝
天，一般人看“世界杯”关注的是输赢，而我
关注的是输赢背后的学问。本届世界杯呈
现出一个特殊现象：强队不强，弱队不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谓的“传统强队”，存
在“两个老化”：年龄老化、战术老化。而一
开始不被人看好的“弱队”，拥有“两个年
轻”：球员年轻、战术年轻。管理一支球队也
好，管理一家企业也好，其实理念是相似

的。如果管理上总是老一套，那么还有什么
战斗力可言？

★我一再强调要用好年轻人，因为年轻
人最有冲击力，不管是所思所想，还是所言
所行，都能带给我们冲击，都有值得我们学
习的地方。

★这次智慧论坛上演讲的五位青年，讲
得都非常好，给我带来的启发非常大。像化
纤厂的曹英杰说：华西要融入世界，就要遵
守世界的法则。他自己总结的世界通用法
则是：完善的制度+对的方向+认真敬业。
我看，这三条与日本足球队是完全相通的。
足球界有句话叫：“不怕有一万种战术的球
队，就怕一种战术练过一万次的球队。”日本
队就是一个方向坚持到底，善始善终不变
形，确实给人震撼、让人反思。

★年轻人敢想敢说，我们就要敢于为他
们担当，要多看他们的优点、多用他们的长
处，而不是过分计较他们的缺点、担心他们
的失误。正如《江苏省进一步健全容错纠错
机制的办法》中强调的：要给敢于改革创新
者容错，鼓励探索创新、鼓励先行先试、鼓励
大胆实践。

★6月底，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要把发现培养选拔年
轻干部工作实效，作为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
内容。对照中央的要求，我们今后要发现培
养更多的年轻人，毕竟未来属于他们！

★上个月底，李嘉诚在汕头大学的毕业
演讲中说：“希望大学生毕业后走进世界，有
越级打拼的勇气，把有限变无限，冲破命运
迷宫！”我在今年1月5日的年度总结会上，
也提出过“有限和无限”之说：华西的区域有
限，但发展的空间无限；华西的规模有限，但
创新的思维无限；华西的资源有限，但实力
的增长无限。

★怎样把有限变为无限，关键在于理
念。以华西为世界，这是一种有限；以世界
为华西，就是一种无限。来了华西村就是华
西人，这是一种有限；服务华西村就是华西
人，就是一种无限。所以，华西的产业要加
快走出去、人才要加强引进来。我们要有一
个更加包容开放的胸怀，树立“不求所有、但
求所用”“不求常住、但求常来”的人才新观
念。

★利己，这是一种有限；利他，就是一种
无限。过去做企业，更多的是关注竞争对
手；现在做企业，更多的要讲究客户需求。
因为竞争对手再强，它的规模和实力都是有
限的；而客户的需求和潜力是无限的。华为
公司为什么“以客户为中心”？就是这个道
理。用“利他主义”服务好了客户，企业的发
展空间将是无限的。

★少数人监督多数人，这是一种有限；
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就是一种无限。我们要
继续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和约束，让“眼睛”与
“耳朵”更多一点，因为严管就是厚爱。

★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在于你一步跨多
远，而在于你总共走了多少步。告别上半
年，进入下半年，面对大坏境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我们要始终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
调，凡事考虑在前、筹划在前、防范在前，按
照既定规划、实施三轮驱动、推进三项改
革。希望大家以时不我待的心态，解放思
想、主动作为，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要像
上半年一样，一月抓一月、一月不放松一月。

★我总觉得，一个人如果为了工作而工
作，事情也可以做，但不会做得太好；一个人
只有发自内心地热爱工作，才能把事情做到
极致。我衷心希望，在座所有同志都能体会
工作的乐趣、找到人生的坐标、实现自我的
价值，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事！

变被动为主动 变压力为动力 变有限为无限

▲7月1日，《香港大公报》主任记者陈
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7月1日，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张东
晓到华西考察。

▲7月2日，华士镇纪念建党97周年
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工作讲坛在华西
举办。

▲7月3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的徐州
市铜山区财政基层业务培训班学员到华
西参观。

▲7月4日，广西中烟天成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龙毅到华西考察。

▲7月6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
院院长迟福林到华西考察。

▲7月7日，江阴市工商银行到华西开
展党员活动。

▲7月9日，新西兰哈密尔顿市原市长
玛格丽特·埃文斯参访华西。

▲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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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期）开班。

▲7月10日，江苏新沂市委书记高山，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堂清率团到华西考
察。

▲7月10日，“2018年老挝农村建设与
发展研修班”和“2018年越南跨境经济合
作研修班”学员到华西参观、考察。

▲7月11日，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委
副书记杨武率团到华西考察。

▲7月13日，无锡市国土资源局梁溪
分局到华西开展党员活动。

▲7月16日，江阴市澄江街道大桥社
区到华西开展党员活动。

▲7月17日，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焰明到华西考察。

▲7月18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农
广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粮食生产、蔬菜
生产）班实训活动在华西开班。

▲7月18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的陕
西旬阳县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7月19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
表、全国劳动模范薛正红率团到华西考
察。

▲7月19日，江苏省社科联秘书长李
静到华西考察。

▲7月20日，人民画报社事业发展部
主任吴守强到华西专访吴协恩书记。

▲7月21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
水渔业研究中心举办的2018年塞拉利昂
渔业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学员参访华西。

▲7月24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的扬州
市宝应县夏集镇村级优秀后备干部“乡村
振兴战略”专题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7月24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的攀
枝花市仁和区前进镇乡村振兴干部能力
提升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7月26日，武警部队副政委颜晓东
中将到华西考察。

▲7月30日，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
书记陈金虎带领市领导和各镇街园区、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华西开展现场观
摩活动。

天地显苍茫，干部赴西藏，高原又何
妨，百年新希望。7月7—12日，在华西村
党委的精心组织下，32位干部代表牢记吴
协恩书记的嘱托：带着问题学、带着对比
学、带着责任学，远到4000公里外的西藏
学习锻炼，体验吃苦精神、担当精神，奉献
精神。6天时间里，他们通过在西藏的见
闻和经历，重温华西精神、对照自身责任、
助推百年进程。
以西藏精神重温华西精神。我国西

藏“高原缺氧、天气苦寒、辐射强烈、水土
恶劣、山高路险”，但西藏干部面对困难，
不仅没有退却，而且凭着“三有四不怕”精
神：有苦不怕苦、有苦不言苦、有苦不叫
苦，不怕掉肉、不怕脱皮、不怕流汗、不怕
牺牲，照样干出了不简单的业绩。吴协恩
书记说：“什么是信仰？到了西藏，你才会
真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西藏锻炼期间，
大家多少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高反现象，
有的人呕吐不止、有的人发了高烧、有的
人睡不着觉、有的人头痛难忍。其中有7
位同志，少则挂水1次，多则挂水3次，但
没有一个人错过任何一项行程，他们一边
吸着氧、吃着药、挂着水，又一边用坚强的
毅力克服困难、用坚定的信念完成任务。
32名干部代表这种不服输、不畏难、不掉

队的作风，正是华西精神在青藏高原的生
动体现！
以西藏企业对照华西企业。吴协恩

书记说：“唯有学习，让人不落伍！”华西干
部一行在西藏先后参观了大昭寺、布达拉
宫、罗布林卡等地，深入了解、亲身感受了
我国西南边疆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作为此次学习的重头戏，大家还重点考察
了华西在西藏曲水县鸡公村投资的利泰
矿区。早在2015年7月份，书记率队前往
考察时，就把利泰矿区确定为华西干部的
教育基地。看到矿区全体员工在如此艰
苦的环境之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精神、
饱满的热情和充足的干劲，大家非常感
动！高原虽苦，但他们苦得有意义、苦得
有成效、苦得有价值，令大家深受教育。
苦不苦，比比西藏的干部；累不累，想想华
西老一辈。通过对比西藏干部，大家明确
了做一名合格的华西干部，就是要耐得住
寂寞、经得起考验、打得开局面；就是要负
得起职责、挑得起担子、担得了风险；就是
要分得清公私、放得下得失、看得轻名利。
以西藏前程激励华西前程。西藏期

间，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大家每天晚上
都要集中开会，交流学习体会。大家认识
到，建设西藏不是用一年、两年时间，也不

是靠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甚至需
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华西打造“两
个一百年”也是这样，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冲刺赛”，而是一棒接一棒的“接力赛”。
经过这次西藏锻炼，32名干部代表一致表
示，回来后要“三清晰”：自己以后“该怎么
想”要清晰、“该怎么干”要清晰、“该干什
么”要清晰，要把更大的精力、更高的要
求、更多的努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华西干部西藏锻炼，旨在登高望远：

登高，就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自己的
责任；望远，就是要凭借更宽的视野看待
华西的发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于
华西来讲，不是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如果干部不敢登高处、不敢攀高峰，如何
建设“农村都市”、如何打造“百年老店”？
把西藏之行作为人生新的起点，华西干部
一定会再攀高峰、再挑重担、再创辉煌！

7月20日晚，第十二期华西智慧论坛
在龙希小剧院举行，朱晓美、王松贵、葛敏、
郎久梅、华立侠、李国坚、计丽静、陈步国、
张静、周星这10位赴西藏锻炼的干部代
表，以“西藏——信仰的力量”为主题，结合
本次锻炼中的自身经历，畅谈了对信仰的
理解和体会。智慧金奖获得者周星，是土
生土长的华西人，201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

华西金融投资公司，并以驻外人员的身份，
在西藏利泰矿业有限公司工作了五年。在
经历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体重暴瘦10斤、
与亲人长期分居两地等艰苦考验下，周星
以“甘于吃苦、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
神，兢兢业业工作，在历练中不断成长。
吴协恩书记表示，10位同志结合华

西、结合华西的老一辈，结合工作岗位和
人生经历，都讲得非常好，讲出了自己的
心里话。像周星讲的三个艰苦，这就是他
最好的体会。这个五年，他已经把艰苦不
当苦了，这就是他人生的一次升华。他今
后到任何岗位绝对不会讲一个难字，再难
的地方他也呆过了，其它的地方还有什么
可难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喜欢把困
难、把艰苦当作一种乐趣。这里，我想讲
一讲信仰。信仰，确实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关键是要靠感受。有小目标也有大目
标，当然更有长远的目标。我的体会，我
们华西人的信仰是最简单的，信仰共产
党，我们的榜样就在身边——老书记。什
么叫信仰？你只要看老书记，那就是我们
的信仰。大家幸福了，你还会不幸福吗？
这就是华西人，这就是华西现在乃至今后
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佳志 开军 文/摄）

高原不惧高反 缺氧不缺信仰
华西32位干部代表赴西藏学习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