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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风采

本刊讯 8月21日，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
分配司副司长常铁威一
行前来华西调研。期间，
常铁威副司长参观了老
书记原居纪念屋，并就中
美贸易战对企业的影响
及应对情况，与华西村党
委书记吴协恩和相关人

员进行了座谈。吴协恩
书记表示：从历史来看，
中国每一次大的改革开
放都是严峻的内外环境
倒逼出来的。我相信，以
这次中美贸易战为契机，
我国的改革开放将被推
向新的高度！
（江华 开军 文/摄）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就业和收入分配司领导考察华西

本刊讯 8月25日，
在新学期即将来临之际，华
西村举行“华仁助学基金”
发放仪式。村党委书记吴
协恩为大华西99名学子送
上了助学基金，并给予深情

勉励。他希望大华西的所
有学子，要努力学知识、长
本领、增才干，把自己培养
成为对华西、对社会、对国
家的有用之人。
（佳志 开军 文/摄）

华仁助学基金助力学子圆梦

华西法兰李玉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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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设置收费停车场，
须经上级土地、物价等管理部
门批准同意方可。目前，还不
具备这样的条件。

华西彩板蒋联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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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上个月已经由物业
公司对辖区内的住宅小区，进
行了检查，对已经发现的破损
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华西龙希王小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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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将继续加大对车辆
的管理力度，不合规的车辆一
经发现，交由上级车辆管理部
门处理。

本刊讯 发挥百姓名嘴作用，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8月7日，江阴市在华西启动
“学习十九大 拥抱新时代”百姓名嘴
理论宣讲暨“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基
层说”系列活动。无锡市及江阴市领
导陈金虎、袁飞、崔荣国、余银龙、程政

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无锡市委常委、
江阴市委 书记向党的十九大代表、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颁发了理论宣讲
顾问聘书。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江
阴市委宣传部在全市征集了一批快
板、锡剧、歌舞、小品、故事等优秀文艺
作品，选拔出了百姓名嘴理论宣讲员，
丰富十九大精神宣讲形式。

启动仪式后，举办了“学习十九
大 拥抱新时代”百姓名嘴首场理论宣

讲，近1500人现场观看了宣讲节目。
其中，情景歌舞《十九大引领新时代》
用歌舞和视频相结合的形式，描绘了
步入新时代，华西村在党的十九大精
神引领下，建设更加美丽、更加幸福的
百年华西村的美好蓝图。

（学军 开军 文/摄）

江阴在华西启动“学习十九大 拥抱新时代”
百姓名嘴理论宣讲

吴协恩书记受聘理论宣讲顾问

本刊讯 8月11—12日，华西举办
了“接待条线讲解员培训班”。期间，学
员们一起接受了江阴市委党校讲师、华
西村相关人员的专题培训。同时，还到
老书记原居纪念屋和金塔、幸福园、博
物馆、龙希大楼、文体中心、华西之路、
村民家庭、华西米业等参观点，进行了
现场观摩和实地讲解。

12日下午，党的十九大代表、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为来自 10 个
单位的 41 名讲解人员作了专题辅
导。他希望大家既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又要加强学习、提升素质，从而
讲好“华西故事”，树立“华西形
象”！他认为，旅游资源有三种：大自
然恩赐的，老祖宗留下的，无中生有
创造的，讲解就是既要和风细雨讲出
亮点，也要实事求是反映出华西的理

念！
参加培训的讲解员纷纷表示，要

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到“三要三不要”：
一是把握分寸，不要哗众取宠，要把细
节做成精品；二是用心服务，不要敷衍
了事，要把服务做得精致；三是与时俱
进，不要老生常谈，要把重复做到精
彩！

（少春 开军 文/摄）

讲好华西故事 树立华西形象

华西举办接待条线讲解员培训班
塔群周边的树已多年未

修整，尤其是大风大雪的时
候，压弯的树枝岌岌可危，建
议村里及时修整大树，以免给
车辆及行人造成危害。村民
别墅家门口的大树也严重影
响家前屋后的卫生及照光，建
议村里进行修剪、整理。。

——华西医院 邓丽伟

会议中心的游泳池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华西范围内的
孩子学游泳大多到天华。建
议进行市场化运作，每年暑期
开展游泳培训，平时定期开放
以方便游泳爱好者运动健身，
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资
源。

——华西股份 何从俊

华西二村主道路中间段
东侧面馆西侧小菜场，吃面的
和买卖菜的乱停乱放，导致每
天早晚上下班及上下学高峰
长时间堵车。望华西和二村
村委合理安排有序疏导。

——华西龙希 王宪

我为华西
进一言

华西新市村第四党支部，主要以
华钢的职能部门为主体，共有党员
45名，下设4个党小组。自成立以
来，第四党支部在村党委的科学引领
下，在支委会的有力带领下，一丝不
苟抓党建，一着不让重落实，一心一
意谋发展，为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发挥
出了先锋作用和排头兵作用。

长期以来，第四党支部坚持重视
抓好党建工作，以规范组织生活为原
则，以提升党员素质为核心，以“党建
促进企业，党建服务企业”为目的，把
制度完善、组织生活、党员活动、党员
教育等与企业日常工作有机结合，既
保证了对企业生产的不影响、不干
扰，又确保了党建工作的常态性、持
续性。根据工作需要对支委各委员
的工作进行了明确和分工；进一步修
订和完善了党支部工作制度、请示汇
报制度、党员民主评议制度等，为党
建工作的开展奠定扎实基础；设立了
党员活动室和流动党员管理中心，安
装现代多媒体影音设备，设置“党务
公开栏”，新增学习书报柜，丰富墙面
宣传标语，为党建工作的开展创设了
良好环境。

第四党支部坚持以“创先争优，建
设星级支部”为目标，以“勇挑重担，排
除万难”为宗旨，千斤担子众人扛，党
员肩上有担当，齐心协力建设好华
钢。制定完善学习计划，集中学习和
个人自学相结合，学党章党规，学习总
书记讲话，学“十九大”精神，不断加强
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党性教育和作风
教育，不断增强学习的主动性、针对性
和有效性。一方面，在“党务公开栏”
里开设“创先争优专栏”，专门布置先
进事迹、表彰人员、优秀人物等，大力

发挥榜样的力量、标杆的作用；另一方
面，利用民主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等
平台，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
坦诚，实事求是，交流思想，反省不足，
发扬优点，完善自身。

支部书记孙高同志表示，一个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要始终牢记党的
宗旨，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要时
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战
斗在前，为企业的发展和华西的建设
多尽党员之力、多尽奉献之情。

（吴涵 文/摄）

抓好党建服务企业 创先争优责任在肩
——记华西新市村第四党支部

一 句 话 新 闻

▲8月1日，江西省新干县政协主席曾春保到
华西考察。

▲8月1日，复旦大学教授武威刚到华西考
察。

▲8月3日，南京师范大学师生到华西开展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8月6日，四川省泸州市政协主席田亚东
率团到华西考察。

▲8月8日，贵州省黔南州政协主席魏明禄
率团到华西考察。

▲8月9日，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
普若璞一行前来华西参观、访问。

▲8月9日，东方蜡像艺术公司创始人周雪
蓉前来华西考察，并与吴协恩书记见面，商谈
制作吴仁宝老书记蜡像事宜。

▲8月11日，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经济报
社紫金农商银行江宁开发区支行新闻宣传实训在
华西村举办。

▲8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
学常务副校长黄维到华西考察。

▲8月15日，安徽阜阳农业学校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生猪生产 山羊生产）班、安徽省滁
州市全椒县农机局培训班在华西村举办。

▲8月16日，江阴市高新区到华西开展党员
活动。

▲8月16日，江南大学师生到华西开展署
期社会实践活动。

▲8月17日，四川省北川县平沟村党支部
书记肖琳到华西拜望吴协恩书记。

▲8月18日，2018年奥克斯空调江苏8月
网批开盘大会在华西召开。

▲8月19日，吉林万通药业集团第二事业
部江苏分公司VIP客户答谢会在华西举办。

▲8月21日，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胡树志到华西考察。

▲8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资深高级记
者刘荒前来华西采访吴协恩书记。

▲8月22日，中央政研室、中央改革办社会
研究局局长纪伟昕到华西考察

▲8月24日，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叶新才到华西
考察。

▲8月24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
村工作委员会吴沛良主任到华西考察。

▲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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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富民主题
班）在华西开班。

▲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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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班）
在华西开班。

▲8月27日，“一道读书会”如期举办。
▲8月29日，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农广校

2018年民生工程新型农民培训华西培训班在
华西开班。

▲9月1日，江苏省国土厅规划处原处长倪
红叶率队到华西开展党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