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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聚焦

书记说

9月30下午和晚上，华西
村连续召开经济分析例会、村
民大会。会上，华西村党委书
记吴协恩不仅表达了节日的
祝福，还作了题为《终局思维
辩证思维 底线思维》的讲
话，对当前工作作了总结，对
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
部署。部分村企负责人和村
民代表作了发言，展望了华西
和祖国的美好未来！

▲10月3日，《南京晨
报》原总编辑姜圣瑜率队
到华西考察。

▲10月3－4日，翔龙
体育千人演武大会在华西
举办。

▲10月5日，宁夏中卫
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
赵国武到华西考察。

▲10月8日，陕西省西
安市政协副主席张宁到华
西考察。

▲10月8日，新疆霍城
县纪检系统业务能力提升
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10月9日，2018年北
川羌族自治县村支“两委”
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在华西开班。

▲10月10日，江阴市
委党校举办的芜湖县2018
年村(社区)书记、主任培训
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10月11日，云南省
玉溪市委副书记保明顺率
团到华西考察。

▲10月12日，江苏省
专用通信局局长陆凤祖率
党建工作考察组到华西考
察。

▲10月13日，上海长
三角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到
华西考察。

▲10月14日，中国农
工民主党西双版纳州支委
到华西开展活动。

▲10月15日，上海交通
大学创新设计中心主任周武
忠教授率队到华西考察。

▲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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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期）在华西开班。

▲10月15日，安徽省
淮南市潘集区年轻干部综
合素质提升华西培训班在
华西开班。

▲10月16日，广西省
梧州市万秀区区委副书记
陈友坚，区委常委、副区长
魏艳率团到华西考察。

▲10月17日，江阴市
苏东坡学术研究会纪念座
谈会在华西召开。

▲10月18日，北京市
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德广到华西考察。

▲10月18日，新疆伊

犁州政协主席赛尔建·乌
合拜率团到华西考察。

▲10月18日，江阴市
委党校举办的新疆巴州州
委党校2018年秋季主题
班、湖北省随州市乡村振
兴专题研讨班学员到华西
参观学习。

▲10月22日，新疆霍城
县2018年基层干部华西村
培训班第一期在华西开班。

▲10月22日，江阴市
委党校举办的新疆若羌党
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到
华西参观学习。

▲10月22日，2018年
上海市金山区科级领导干
部华西村培训班在华西开
班。

▲10月23日，团中央
新兴领域青年大学习培训
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10月23日，江阴市
委党校举办的霍城县乡镇
班子成员能力提升培训
班、芜湖县2018年村(社区)
书记（主任）培训班学员到
华西参观。

▲10月24日，中国经
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
长、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原
司长孔泾源率团到华西考
察。

▲10月24日，无锡广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心晨
曲开播十周年系列活动走
进华西。

▲10月25日，历年插
队华西的知青到华西开展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50周年暨改革开放40周
年”活动。

▲10月26日，第九届
无锡市国际友城交流会代
表到华西参观。

▲10月28日，新疆霍
城县2018年基层干部华西
村培训班（第二期）在华西
开班。

▲10月28日，德尚武
道世界搏击王者争霸赛新
闻发布会在华西村召开。

▲10月29日，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委
副书记、旗长布仁其木格
率团到华西考察。

▲10月30日，江阴市
委党校举办的2018年云南
德宏州党校系统师资培训
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明天，就是国庆节。考虑到放假，所
以例会提前召开，这也是关心大家，工作要
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今年1—9月份，集团公司完成可用资
金比去年同期增7.78%，比任务数增13.52%，
上缴税金比去年同期增37.46%，大家做得确
实非常好！

★我常讲：“你有了想法，才会有做法；
正确的想法，带来正确的做法。”我今天要讲
的，就是做事的三种思维：终局思维、辩证思
维、底线思维。

★用“终局思维”判断该不该做，所谓
“终局思维”，就是把一件事情的最终结局想
清楚，然后倒推回来，决定你当下的行动。

★作为各公司、各企业来说，现在已进
入全年最后一个季度，到了“拿结果、看结
局”的时候，要用数据来说话、用实绩论英
雄、用效益定成败。数据、实绩、效益，就是
各公司、各企业一年来的最终结果！

★最终结果能不能超出预期、能不能令
人满意？倒推回来，关键现在开始要实施
“三个倒逼”：一是以目标倒逼责任，二是以
时间倒逼进度，三是以结果倒逼办法。

★冲刺阶段不是“一月抓一月、一月不
放松一月”，而是要“一天抓一天、一天不放
松一天”，有些企业甚至不能用天来计算，只
能用小时来计算。希望各公司、各企业咬定
全年目标任务，时间上对对表、目标上算算
账、任务上排排队。

★今年，党和国家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这翻天覆地的40年，确实值得纪
念、值得回顾、值得总结。我也常常在想：不
少人留恋唐朝，还有唐朝吗？我们经历了改
革开放40年，还会再有40年吗？我看，唐朝
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未来40年
正在到来，到来的就让它到来！

★改革其实是倒逼出来的。特朗普现
在就是在倒逼中国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
事实上，中美贸易战对两国自身经济的影响
不一定有多大，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很
大；中美贸易战对两国人民生活的影响不一

定有多大，但对两国人民情绪的影响却很
大。

★在我看来，合作是解决贸易争端的唯
一途径，两国不要只看到分歧，要找到一致
的利益。就像用人，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缺
点，要用好对方的优点。

★不管怎样，我们对未来要有预见、对
形势要有预判、对危机要有预案。企业要拿
出提前应对的方式方法，就像我在上个月例
会中提出的：一是坚持多元取胜、二是走好
高端路线、三是必须现金为王。各公司、各
企业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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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辩证思维”解决该怎么做，什么叫
“辩证思维”？简单来说，就是一分为二地看
问题，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足的
一面；既要看到主观的一面，也要看到客观
的一面；既要看到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统
一的一面。

★我提出的“变与不变”“不做大池里的
小鱼，要做小池里的大鱼”“不是少数人监督
多数人，而是多数人监督少数人”“不以华西
为世界，而以世界为华西”等，都是用辩证思
维推导出来的。

★一个人知道用什么样的思维解决问
题，有时候比知道答案更重要。就企业发展
而言，我们现在就是要兼顾“三种辩证关
系”：速度和效率、当前和未来、局部和整体。

★我一直觉得，企业只要方向对了，哪
怕发展得慢一点，问题也不大。因为，“快”
未必就是“对”、“热”未必就是“好”、“大”未
必就是“强”。

★做事不能急功近利，人人都想过“好
日子”，但也要想想怎样过“长日子”。像有
的企业家出问题，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因
为他们“口袋”有了，“脑袋”却没有跟上来。
光富在“口袋”、富在表面、富在脸上，是不能
长久的，要富在“脑袋”、富在文化、富在素
质，才能富得长久。

★我们要把做的事情放在较长的时间
跨度里去考虑，而不是幻想一时的速成，要
注重今后的大成。像华西在莫桑比克的产
业，就是遵循的这一理念，虽然发展速度也
是比较快的，但相应的管理、制度、人才等，
一刻都没有落下过。

★我们常讲“形势”，“形”和“势”其实是
两种不同的概念：“形”指的是过去，已经成
形的东西，“势”指的是未来，正在到来的趋
势。我们做企业，总结过去的经验很重要，
了解现有的环境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
懂未来的趋势。

★华西“三驾马车”各自分工、并驾齐
驱，传统产业做今天的事，服务业做今天和
明天的事，高科技产业就是做百年大计的
事。

★现在企业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同行竞
争，而是扩展到了跨界竞争。像银行的竞争
对手，过去无非是另一家银行，现在却变成
了互联网金融；像购物商场的竞争对手，现
在变成了各类电商；像出租车公司的竞争对
手，现在变成了手机打车软件。

★前者往往竞争不过后者，表面上看是
两种商业模式在竞争，实际上是两种思维方
式在竞争。银行也好，商场也好，不可避免
会被固有思维所限制，导致打不开局面，而
电商由于没有思想包袱，往往能杀出一条血
路。

★不管是公司之间的竞争，还是思维之
间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之间的竞争。
过去，企业是先确定战略方向，然后配套人
才。现在的步骤反了过来的：要先招募人
才，再确定方向，遵循“先人后事”原则。

★我早就讲过：“人事”二字，人在前，事
在后，说明有了人，事业才能成。人才资源
是最稀缺的资源，国内各大城市为什么要
“抢人才”，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先要把合适
的人请上车，再和这些人商量把车开到哪里
去。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再宏大的计划也无

济于事；而一旦有了合适的人，就能在前进
中不断调整方向，最终找到成功的路径。

★人多了，水也就活了。我现在的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到合
适的位置，推动华西持续向前走。

★用“底线思维”把握做的结果，所谓
“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我常讲：有
些事其他村庄的干部能做，华西的干部不能
做；其他村庄的村民能做，华西的村民不能
做。这就是底线，底线破了，干再多的事情
也要归零，甚至是负数。

★在座的厂长、经理，一定要严守“三条
底线”：严明政治“生命线”、不碰纪律“高压
线”、守住作风“警戒线”。

★现在，常用“首位度”这个词形容省会
城市的竞争力，像南京这几年就在不断提升
“首位度”。我觉得，农村也要提升“首位
度”，华西就是通过打造“农村都市”来提
升。我们要提升的，不仅包括经济建设、基
础设施等“硬实力”，也包括风土人情、文化
素养等“软实力”。

★这个月，我们成功举办了首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这就是华西“首位度”提升的
一个有力彰显。对于活动我归纳了五点：联
合同庆有“时代性”、庆祝大会有“乡愁味”、
厨艺比赛有“农家情”、农民歌舞有“泥土
气”、联欢晚会有“互动感”，确实办出了特
色、办出了精彩。

★虽然世界是平的，但大家不能平庸，
尤其是一把手，一把手对了，一群人就对
了。希望大家继续向老书记学习，老书记是
一个真正“忘我”的人，人一旦“忘我”，还有
什么干不成呢？只有来不及干！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成绩只属于
肯拼搏的人。进入最后一季度，希望大家按照
全年任务，完成得更好一点；保持稳中求进，开
拓得更强一点；根据三种思维，落实得更实一
点。华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华西，但我们每一个
人都属于华西，华西好，大家才会好！

终局思维 辩证思维 底线思维

秋高气爽丰收季，欢歌笑语神州
行。
在全国各地农村喜获丰收的美好

季节里，华西的77位村民，在村党委、
村委的精心安排下，在吴协恩书记的
亲切关怀下，于10月8—13日组成两
支队伍，分成两条线路，进行了外出考
察、观摩活动——
一条线路向北：到河北、到北京。

一到河北唐山，大家就首先了解了“华
西北钢”的新优势。在有“花园式工
厂”之称的“北钢”，看到文明的生产、
有效的管理、卫生的环境后，个个兴高
采烈，人人赞不绝口。多年来，华西北
钢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上下足了功
夫，实现了经济、环境、社会的“三赢”，
先后被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授予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园林式企业”
“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多项称号，并
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乡镇企业大型企
业。这让大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随后的几天里，大家还参观了天安门、
北戴河、清东陵、老龙头、避暑山庄、班
禅行宫、天下第一关、唐山抗震遗址、
奥林匹克公园、故宫博物院、毛主席纪
念堂，以及北京老胡同、四合院、恭王
府等地，感受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新面貌。
一条线路向西：到安徽、到湖北、

到重庆。第一站，大家就来到全国闻
名的将军县——安徽金寨，参观了华
西光伏产业园。由华西投资的金寨光
伏项目，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太阳能
资源，生产清洁能源。该项目一期占
地2300亩，总投资5.6亿元，总装机容
量7万千瓦，设计寿命为25年，总发电
量将超过18亿度。在确保光伏发电
的同时，还将推动当地发展种植和林
木产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的综合
利用水平。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到金寨视察时，对产业园的发展给
予了充分肯定。在重庆、在湖北，大家
还了解了华西投资建设的农商城项
目。目前，华西在重庆江津、湖北天门
和十堰三地，投资建设了三个农商城，
前景都非常好。期间，大家还参观了
天堂寨、白帝城、黄鹤楼、丰都鬼城、小
三峡、三峡大坝等景点，感受了国家开
发长江沿线的决心和信心。

6天时间里，77位村民都以主动、
积极的热情，以愉快、轻松的心情，开
展了外出考察活动，达到了吴协恩书
记所寄予的“注意安全，维护形象，有
所收获”的三点厚望。特别是在天安
门广场，大家想起吴协恩书记参加阅
兵观礼、十九大期间班子人员宣誓的
场景，顿时感到心潮澎湃。包括到前
往重庆、湖北、安徽的村民，也都是一
路走、一路赞，一路讨论、一路感慨。

他们一致认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村里分批组织村民外出考察，感受
国家改革发展的新面貌，确实很有意
义！两支队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既

看了工业，又看到了农业；既看了华西的
转型发展，又看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既欣
赏了壮美的大好河山，也体会深厚的文
化底蕴。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认真总

结外出学习考察的体会和感受，并转化
为发展的信念、工作的动力，为打造百年
企业、百年村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学军 远想 吴磊 文/摄）

看改革成果 增发展信心
——华西组织部分村民外出考察

——吴协恩书记在经济分析会上的讲话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