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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龙希孙大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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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充电桩的安装归上
级供电部门管辖，他们正在考
虑在华西选择合适的位置，安
装一定数量的充电桩。

华西龙希葛春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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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A栋前后水泥路面，
已由二村村委进行整修。菜
场路段，由于道路条件限制，
暂时不具备安装红绿灯的条
件。请村民职工在通过该路
段时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加
塞。

华西一村华聃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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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中康桥的建设由上
级航道部门管理，将在近月内
拆除。目前，工程队已经进
驻，正在建设工人住房。

华西幸福大桥东桥头左
边（原老线材厂院内）有一块
空地闲置，建议把这里的围
栏拆开，场地整平，建成收费
停车场，供卡车有偿停放，此
举能有效减少村里道路两边
以及小区内卡车乱停乱放现
象。

——华西法兰 李玉付

华西三农公寓B幢17单
元旁护栏损坏，希望村里安排
修复，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华西彩板 蒋联军

现在，汽车保有量越来
越大，在华西还有一些“老爷
车”还在使用，有些车连转向
灯都没有，有时从路口或者
工厂出来时车速较快，给同
行车辆造成困扰，存在安全
隐患。建议对这些还在使用
的“老爷车”进行督促修理或
者淘汰。

——华西龙希 王小燕

我为华西
进一言

■党支部风采

本刊讯 7月12日，无锡市“百企
建百园”推进会在华西召开。无锡市委
副书记徐劼、副市长蒋敏、市农委主任
高佩等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号召全市上
下要进一步培育新主体、打造新载体、增
强新功能，努力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的无锡现代企业。党的十九大代表、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作了重点发言。
吴协恩书记表示，无锡在全市范围

内大力开展“百企建百园”工程，这是一
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充分体
现了“三个高质量”，是对“高质量现代
农业”的创新实践、是对“高质量人才建
设”的大力推动、是对“高质量乡村振
兴”的有效落实。他认为，企业建园，既
可以为农业输入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
又可以为农业带来全新的经营模式，更
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产生
的效果必将是“1+1>2”的。让企业建
设农业园区，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
注入农业领域，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才投入“三农”事业。
多年来，华西把旅游与农业结合、

与工业互补、与民生配套，变“农业农
田”为“风景风光”、变“名人名村”为
“品牌品质”、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
山”，打造了集观赏、品尝、科教、生产、

生态于一体的农业体系。习总书记在
十九大上强调：“要确保粮食安全，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吴
协恩书记表示，进入新时代，我们依然
不忘农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用恒心、匠心、良心、安心发展精品农
业、现代农业，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

山北的高品质农业基地正在创建“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我们还将在种
植、养殖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模式，并向
全国输出。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农”字
头文章做强做优，做出规模、做出影响，
示范和带动更多地方发展现代农业。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把华西打

造成一个“农村都市”，既要有都市品
质，又不失农村特色，城里有的各种服
务设施，我们农村也要有。

会前，全体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华
西都市农业、文体活动中心等地，充分
感受了华西在推动乡村振兴上的创新
举措。 （少春 学军 文/摄）

无锡市“百企建百园”推进会在华西召开
吴协恩书记作重点发言

本刊讯 7 月 17 日，
江苏省副省长郭元强来华
西调研开放型经济工作情
况。无锡市和江阴市领导
黄钦、陈金虎等陪同调研。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包

丽君介绍了华西村的发展
历程，并陪同郭元强副省

长一行参观了村容村貌。
郭元强副省长表示，希望
华西村继续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抢抓“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加快“走出去”
步伐，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
（佳志 开军 文/摄）

江苏省副省长郭元强前来华西
调研开放型经济工作情况

本刊讯 7 月 22 日，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
澳节目中心联合香港中联
办、澳门中联办、香港大公
文汇传媒集团、《香港商
报》、香港新闻工作者联
会、澳门电台、澳门电视台
等多家媒体，组成的“共享
荣光——改革开放40年港
澳传媒联合自驾采访团”走
进华西村，专访了党的十九
大代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
协恩，深入了解华西改革开

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
期间，参加活动的20

多家媒体、30多位记者，参
观了吴仁宝老书记原居，感
受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不朽精神；参观了龙希大
楼，采访了村民家庭，感受
到了华西改革开放40年来
取得的不凡业绩！7月26
日，香港商报网刊登了专访
文章——《华西村：正在蝶
变中的农村新都市》。
（学军 开军 文/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联合港澳媒体采访华西村

本刊讯 7月5日，广
西中烟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龙毅一行前来华西
考察期间，为了进一步加强
交流合作，更好地推动高质
量发展，与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进行了座谈交流。吴
协恩书记着重介绍了华西今
年以来的良好形势，以及推
动自身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些
新的做法和体会。
（江华 开军 文/摄）

广西中烟天成投资到华西考察

本刊讯 7月25日，江
阴市召开科学技术协会第
十次代表大会。华西集团
有限公司科协被评为江阴

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龙晋
被评为江阴市科协系统先
进个人。

（葛煜豪 文/摄）

华西集团科协再获肯定

华西新市村第二十五党支部依
托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共有党员
5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1/4。一直以
来，二十五党支部紧跟村党委的步
伐，立足于供销、医院、加油站、食品
酿造、汽修等服务行业，不断推进支
部党建工作与服务经济发展、强化安
全生产相结合，以党建标准提高党员
责任，以创新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在
完成各项任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强化支部制度建设，使党建工作

更加规范化。二十五支部始终把制
度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明确党建
工作责任制，以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支
部委员会具体抓工作细节，每月进行
研究和讨论本月支部学习重点，做到
上通下达，上下同心。
强化支部学习氛围，使党建工作

更加创新化。为强化支部学习氛围，
支部设立党员活动室，发挥党组织的
职能作用，利用“三会一课”以及江苏
先锋网、党建公众号等远程教育平
台，全方位的开展党员教育活动。通
过学习习总书记报告，提高了党员的
思想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发挥带头
模范作用，通过学习吴协恩书记报
告，更加明确企业发展方向，以及改
革创新的重要性。

强化党员队伍管理，便党建工
作更加细节化。二十五支部下属的
企业都是服务型行业，优质服务的
理念贯穿始终。党员作为一面旗
帜，在各项工作中发挥重要带头作
用。今年，在村党委迎“七一”先进
党员评选中，二十五支部共有5名党
员受到了表彰。榜样的带动，让全
体党员在一线服务领域发挥主人翁
精神，努力实践，积极进取，不断提
高处置各种困难和问题的能力，落
实各项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党组织
的后备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
中制原则，在党员发展的各个环节
中都保持着公平公正的态度落实各

项工作。像今年新发展的两名党
员，无论是政治素养，还是专业文
化，都上升了一个新台阶。
在加强党建工作的同时，二十五

支部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年
年底都要进行党员民主评议，各企业
对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整改，并针对各企业的安全隐患问题
进行解决，确保安全保底，服务到位，
效益为先。支部书记吴建刚表示，要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根据“三
年计划”“三个阶段”“五个步骤”全面
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
华西建设“两个百年”贡献一份力
量。 （邓丽伟 文/摄）

以党建标准提高党员责任、提升堡垒作用
——记华西新市村第二十五党支部

本刊讯 又是一年暑期到，
与往年一样，众多的高校大学
生慕名来到华西村，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领略改革开放 40 周
年以来华西新农村建设崭新风
貌，探究华西乡村振兴的奥秘
和成功经验。
7月份，华中科技大学、天津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财经大
学、河南工业大学、湖北汽车工业
学院、重庆文理学院、中央财经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大学
生接踵而至，在华西接待办和旅
行社的安排下，参观村容村貌、老
书记故居、华西之路展览馆、农业
大棚等，观看华西发展相关纪录
片，并带着“华西乡村振兴背景下
的集体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改
革开放以来华西是如何抓住机遇
稳步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华
西是如何做到企业、产业转型
的？”等课题和问题，与相关人员
进行座谈、访谈。通过实践，大学
生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华西比想
象中还要好，对华西乡村振兴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赞不绝口，纷纷
表示，来华西实践，大受裨益，不
虚此行！

（陈桦 彦宏 文/摄）

乡村振兴结硕果 莘莘学子调研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