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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聚焦

书记说

9月5日，华西村党委书

记吴协恩在9月份经济分析例

会上，作了题为《提前应对、超

前布局、向前推进》的讲话，既

结合自身实际，又立足当前形

势，更具有一定的思想性、指

导性、可操作性。

经济分析例会前，吴协

恩书记还率领与会人员走进

村民生活区，对前一阶段的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进行了

逐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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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2018年中国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水
刺非织造布分会年会暨全
国第二十三次水刺非织造
布生产技术与应用交流会
在华西召开。

▲9月4日，2018年安徽
省颍上县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民生工程培训班在华西
开班。

▲9月5日，安徽省阜阳
市颍州区农机校2018年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民生工程
（生猪、畜禽）生产班（华西）
实训班在华西开班。

▲9月5日，中国新闻社
记者万淑艳、李国庆到华西
专访吴协恩书记。

▲9月5日，重庆市北碚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江
民率团到华西考察。

▲9月5日，江阴市委党
校举办的河南省濮阳市南
乐县驻村扶贫干部发展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专题培训
班（第一期）学员到华西参
观、考察。

▲9月6日，广西中烟天
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到华
西开展党员活动。

▲9月6日，陕西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长李良忠到华西考察。

▲9月7日，安徽省阜阳
市太和县民生工程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蔬菜专业班在
华西开班。

▲9月9日，云南省普洱
市赴金山区复合型管理干
部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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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
营销能力提升专题班华西
村第八期）开班。

▲9月10—12日，江阴
市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培训
班在华西举办。

▲9月11日，四川省广

元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漆宾
到华西考察。

▲9月11日，湖北省天
门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研究室主任杨炎坤到华西
考察。

▲9月12日,江阴市委
党校举办的河南省濮阳市
南乐县驻村扶贫干部发展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专题培
训班（第二期）学员到华西
参观、考察。

▲9月13日，江西省浮
梁县政协主席金秋来率团
到华西考察。

▲9月13日，江阴市人
民医院到华西开展党员活
动。

▲9月14日，中国法治
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夏锦文
到华西考察。

▲9月15日，江苏省通
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袁
瑞青到华西考察。

▲9月17日，无锡市委
副书记徐劼到华西调研。

▲9月17日，安徽省颍
上县农广校2018年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民生工程（蔬
菜种植）培训班在华西开
班。

▲9月17日，江西省南
昌市湖坊村魏牛庚书记率
江西省总工会劳模一行到
华西参观考察。

▲9月18—20日，全省
工商联领导干部培训班在
华西举办。

▲9月26日，新疆伊犁州
宣讲员代表团到华西考察。

▲9月27日，国家发改
委外资司副司长张志青到
华西考察。

▲9月27日，江苏省发
改委副主任王汉春到华西
考察。

▲9月28日，《新华日
报》内参部主任林培到华西
专访吴协恩书记。

▲9月29日，常州市新
北区科技镇长团到华西考
察。

★华西1—8月份完成可用资金比去年
同期增7.71%，比任务数增15.59%，上缴税金
比去年同期增42.25%，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打下了扎实基础。

★8月份，国家发改委专程到华西调研
中美贸易战对企业的影响。贸易战持续到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会忽视它的风险了。
“贸易战”就是“战争”。而且，没有硝烟的
“战争”有时候比真正的“战争”更残酷。

★贸易战发展下去无非三种可能：一是
达成妥协、二是持续升级、三是全面恶化，无
论哪一种可能，我国最大的本钱，就是中国
大市场。

★正因为中国市场有如此巨大的潜力，
所以华西的“三驾马车”：传统产业、服务业、
高科技产业，一定要围绕“中国大市场”做文
章，把资源变成钱、把知识变成钱、把品牌变
成钱。

★基于贸易战的这“三种可能”，我们企
业又该怎样应对呢？核心三条：多元取胜、
高端路线、现金为王。

★看不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作为
一家企业，最关键的能力，是控制风险的能
力；最需要的能力，是长期生存的能力；最重
要的能力，是发现机会的能力。

★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在贸易战中
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因为有相对较高的价值
优势；而那些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壁垒
低、替代性强，处境就比较困难。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管贸易战进
入哪一个阶段，我们企业的“子弹”都不能打
光，如果“弹尽粮绝”，企业就是一夜之间的

事。

★现在三季度已经接近尾声，即将迎来
最后一个季度。各公司、各企业一定要把握
好市场，最大限度地提高“三个利用率”：资
产利用率、资金利用率、人的利用率，充分调
动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
性。

★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就像
《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全靠我们自己！”所以，不要指望别人雪中送
炭，更不能幻想靠天吃饭，只有事在人为，凭
本事吃饭！

★没有绝对成功的企业，只有跟上时代
的企业。任何企业的成功之路，不过是踏上
了时代的节拍！但我们是人不是神，谁也不
可能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时代瞬息万变，
我们必须超前布局。如果今天不养猫，明天
会有猫吗？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
业结构。具体如何布局？关键三条：把握时
机、找准行业、用对人才。

★当前，就是华西进入高科技产业的最
佳时机。高科技到底“高”在哪里？主要是
准入门槛高、技术含量高、研发成本高。

★相比于国外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国内
的企业往往受制于“五个不对称”：一是发展
理念不对称、二是市场占有不对称、三是人
才资源不对称、四是专利数量不对称、五是
创业环境不对称。

★打破这“五种不对称”的公司，我看做
得最好的就是华为！任正非是真正意义上
可以称之为“企业家”的人。因为企业谁都

会做，区别只是“做得好”与“做不好”。但
“家”这个称号，不是每个做企业的人都称得
上的。“家”是责任、是担当，更是榜样！所
以，企业主好做，企业家难当。

★最近，我正在看一本书，叫《成语故
事》，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受启发。每一个
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
它浓缩了我国的历史，也凝聚了中华民族
的智慧。我读这本书，既是为了了解历
史、学习知识，也是为了汲取经验、借鉴智
慧，因为历史与当下总有相似的情境，古
人与今人总有相通的地方。学习，不是原
封不动、照搬照抄，关键触类旁通、举一反
三。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一定要尽可
能多学。

★有的时候，不是时代进步得太快，而
是人的观念转变得太慢。未来几年，中国的
电竞市场将突破250亿元的规模，确实是一
块“大蛋糕”，而且还在飞速扩大，我们一定
要把握这一波机遇。

★一个人一辈子喜欢干一件事，坚持到
底一定会干出名堂，条条大路通北京，行行
都能出状元。

★厂长、经理要具备眼力、脑力和定
力。定力不是靠说的，定力是靠做的。多大
的“锚”，控制多大的船。一把手不要简单地
认为是管人的，首先要管好自己！

★长久以来，国内的企业一直存在“两
个误导”：一个是只要你规模大，就是好企
业；一个是只要你赚钱多，就是好企业。实
际上，企业“做大”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
已经是“做强”的阶段了。

★一家好的企业，一定是能赚钱的企
业，但一家能赚钱的企业，不一定是好的企
业。好企业除了能赚钱，还要保持“三个
优”：质量要优、品牌要优、文化要优。否则，
企业赚再多的钱，也不会长久。

★华西用人，讲究德才兼备，一个人如
果才不够，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来提高；一个
人如果德不够，他做得越好，我们越是担心，
往往最后他摔得越痛。

★用人，既要讲原则，也要有艺术。因
为人性是复杂的，好人也有阴暗面，坏人也
有闪光点。但不要把人性的弱点，看成他的
缺点，要通过有效的引导，发挥他的优点，规
避他的弱点。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先看见，然
后相信；极少一部分人，是先相信，然后看
见。这极少的一部分人，称之为领导者。比
如马云，我现在对他善于“画饼”特别感兴
趣，“画饼”就是梦想，如果你连“饼”都不敢
画，又怎么让下面的人跟着你干？

★对于项目，要抓推进、抓落实、抓攻
坚；对于工作，要主动抓、务实抓、具体抓。
我相信，只要大家去抓了，华西就有前途、未
来就有希望。

★埋怨抱怨于事无补，埋头苦干才能解
决问题。大家平时要少一点无谓的抱怨和
推脱，多一点实在的办法和举措。从厂长经
理到一线职工，都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
一天抓一天，一天不放松一天。目标在前，
重任在肩。希望大家全力完成经济任务、奋
力推进改革事业、着力提升知识水平，不断
助推华西事业的健康向上！

提前应对 超前布局 向前推进

本刊讯 9月20—21日，第十
八届全国“村长”论坛在陕西宝鸡
东岭村举办。第十届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国家关工委主任顾秀莲，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
主任段应碧，农业农村部党组成
员、中央农办秘书局局长吴宏耀等
领导，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村社
发展促进会会长、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与来自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党代表中有影响力的村干部，
以及55个少数民族村官代表、大
学生村官代表，以及“三农”专家学
者等千余人参加论坛，共商农村改
革发展，共谋乡村振兴路径，让华
西新经验传遍三秦大地。
论坛期间，举办了中国村企圆

桌会议、中国乡村投资发展大会等
活动，吴协恩书记与全国各地的优
秀村官代表，围绕“弘扬改革精神，
助推乡村振兴”的论坛主题，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他在开幕
式上的致辞中表示，在全国上下喜
迎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喜
庆氛围中召开“村长”论坛，契合时
代潮流，符合国家战略，贴近村官
实际，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反
映了“高质量”的标准，彰显了“接
地气”的特色，既是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种有力彰
显，也是对“乡村振兴”的一次有效
实践。
在“‘红石榴’千村对接与融合

发展活动”启动仪式上，江苏华西
村、安徽小岗村等10对村社作为代
表，与少数民族村庄签订了友好对
接协议。吴协恩书记还作为作为颁
奖嘉宾为“十大杰出村官”颁奖，并
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他认为，乡
村振兴也好，城乡一体也好，不是简
单地把“村”建成“城”，根本目的是
要方便老百姓。村官的职责，就是
服务村庄、服务村民。只要我们一
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中国农业一定
会更强、中国农民一定会更富、中国
农村一定会更美！

（华轩 文/摄）

第十八届全国“村长”论坛在陕西宝鸡举行

华西推动乡村振兴新经验传遍三秦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