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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开
放40周年。一年来，党
的十九大代表、华西村党
委书记吴协恩在每月经
济分析例会上，都会提出
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观
点、新的思想。这些创新
的观念，既为华西转型指
明了方向，又为华西干群
增添了信心。现摘录如
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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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改革开放 关键思想解放
——吴协恩书记2018年创新观点集锦

▲我们审视一个事物，既要会“观”，也
要会“看”。所谓“观”，就是要看清大局，把
握宏观经济形势，吃透“四碗面”：基本面、
技术面、消息面、政策面。所谓“看”，就是
要看到细节，注重企业微观层面，强化“四
条链”：资金链、供应链、服务链、增值链。

▲过去，中国企业大多是“追赶思维”，
因为要靠后发优势去发展；现在，我们需要
“引领思维”，因为在众多领域里我们已经
占据领先优势。这也就是我讲的“快一拍，
领着走；慢一拍，跟着走”！

▲利他就是利己，你为别人着想就是
为自己着想，你让别人舒服了，别人更会让
你舒服。真做到了这一点，低端产品可以
成为高端品牌，低端人员可以创造高端服
务，低端市场可以吸引高端客户。

▲改革一定要从盆景变成风景，形成
“这边风景独好”；改革一定要全方位、无死
角、改到位，坚持“眼里揉不得沙子”；改革
一定要公平公正，做到“一碗水端平”，让改
革进一步激发华西的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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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把手，一定要敢于剖析自己，
如果我们一把手自己不去找不足，就听不
到真话，只看得到自己的优点。一把手如
果想听真话，只能到工作中去听真话；如果
不想听真话，就永远也听不到真话。

▲我们做企业，没有哪一年不难的。
难，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如果对自己
没有要求，得过且过，一切都是容易的，未
来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大家要有“杀出
一条血路”的决心，就像我常讲的：不要怨
宏观形势怎么样，前提是你的微观对策怎
么想！

▲机遇抓住了，就是良机；错过了，就
是挑战！人生可以有过错，但不可以错
过。企业如人，希望大家把握机遇一定要
快、战略布局一定要前、经营策略一定要
活，要把华西经济带上一个新高度。

▲机遇千载难逢，机遇稍纵即逝，机遇
不仅是“机”，更是“遇”，抓住了、用好了，才
无愧于这个时代。观望等待、畏首畏尾，是
抓不住机遇的，大家必须要有一种“马上就
办、立即就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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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某个方面
高质量，而是全面高质量。高质量发展，首
先要有高质量的人，有了高质量的人，才会
有其他的高质量。高质量的“高”，是在解
决“有没有”的问题后，解决“好不好”的问
题；在解决“快不快”的问题后，解决“久不
久”的问题。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忍不住
暂时阵痛，哪来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一
定要算好“三本账”：眼前账和长远账、生态
账和经济账、局部账和全局账。

▲干部要不断增强“五种本领”：学习
思考的本领、改革创新的本领、驾驭风险的
本领、依法管理的本领、群众工作的本领。
只有本领过硬，才能把事干成干好。

▲干部就是解决困难的，如果没有困
难，要你干部干什么？大部分人做事喜欢
先易后难，这无可厚非，但很多时候，先易
后难则事难，先难后易则事易。尤其是一
个一把手，不能“柿子光拣软的捏”，要迎难
而上、处理难事。因此，一把手要多处理
“难事”，而非“易事”；要多进行“解决”，而
非“解释”；要多树立“标杆”，而非“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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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管好一个地方，还是管好一
个企业，重中之重是抓好“关键少数”，也就
是抓好干部、抓好带头人、抓好一把手！

▲我们既要用好眼睛，更要具备眼光；
既要提升视觉，更要开阔视野；既要有胆
量，更要有胆识。眼光、视野、胆识，就是能
让你看得更远的东西！我们做企业，一定
要算好眼前账和长远账、局部账和全局账。

▲领导力不仅是技能，更是品格；不仅
要知识，更要智慧；不仅是带头，更是榜
样。所以，我们一把手既要当好一面旗，让
别人跟着走，也要做好一面镜子，让别人找
差距；还要树好一个标杆，让别人照着学！

▲一个地方文化最宝贵。如果农村丢
失了文化，农民就将失去精神支柱。留住
乡愁、振兴乡村，就是留住我们民族文化的
根！文化振兴，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多认
识几个字，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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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赚钱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你和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二是你
和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想法一样叫
“做产品”，想法不一样叫“做投资”。做产
品，就是要懂得利他，能够换位思考，把产
品做精做优，把服务做到极致。做投资，就
是要独具慧眼，能够快人一步投中未来的
“可口可乐公司”。

▲以前是一家公司投资好几个项目，
现在是好几家公司投资一个项目。但不管
怎么投，投资策略无非两条：一是从市场出
发找技术，二是从技术出发找市场。与“投
资”对应的一个词叫“投机”，你抵挡不住诱
惑，就会投机取巧；你抵挡得住诱惑，就能
投资取胜。

▲一个人能不能担当大任，态度和能力，
两者缺一不可。态度好、能力强的人，破格

录用；态度差、能力弱的人，坚决不用；态度
差、能力强的人，限制使用；态度好、能力弱
的人，培养使用。

▲我们既要拆掉发展中的“墙”，更要
拆掉思维里的“墙”；既要打开国际化的
“门”，更要打开思想上的“门”！我们不可
能什么都懂，但要尽可能多学，唯有学习让
人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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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不能身体
进入“新时代”，思想停在“旧社会”。我们
现在做企业，每天都在面对三种冲击：商业
模式的冲击、思维观念的冲击、市场变化的
冲击。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行，思想解放慢
了也不行，解放思想必须与时俱进！

▲怎样解放思想？老书记有句名言
“解放思想要有思想，改革开放要有方
向”。在我看来，我们解放思想，首先要具
备三种思想，否则你拿什么解放？一要有
超前的思想，二要有创新的思想，三要有辩
证的思想。

▲相比于“待遇”，实际上人才更注重
的是“机遇”；相比于“就业”，人才更需要的
是“事业”；相比于“现在”，人才更在乎的是
“未来”。

▲用好年轻人，就要让他们从“需求”
转变到“追求”上来；从“被动”转变到“主
动”上来；从“担任”转变到“胜任”上来。在
快速变化的今天，个人的成长速度一定要
跟上或者快于华西的发展速度，这样才能
满足华西对个人的要求，否则就会拖后
腿。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归根到底
靠人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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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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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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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这是一种有
限；利他，就是一种无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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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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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8

▲一旦你有了好的想法，就要付诸
行动。如果你不赶紧按照想的方式去
做，那么迟早你会按照做的方式去想。
按照想的方式去做，就是主动创造，做在
前面；按照做的方式去想，就是被动应
对，落在后面。

▲判断一起投资成功与否，不仅要
看财务上的回报，也要看投资的这家公
司有没有与华西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是
对双方的管理要有促进、对双方的人员
要有提升、对双方的战略要有协同。一
个产业有没有潜力、值不值得投入，其实
只要看它是否具备四个特性：客户需求
大、成长空间足、资本回报高、时间持续
长。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只看得
到今天，少数人能看到明天，只有少之又
少的人能看到后天。作为一把手，你如
果只想今天的事是干不好的，一把手应
该多想明天、后天的事，而下面的人应该
多想今天的事。

▲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就是服务和
担当。所谓“服务”，就是要给他们打
“下手”、当“保姆”、做“店小二”，让他们
没有后顾之忧；所谓“担当”，就是当他
们遇到困难和曲折的时候，要为他们
“遮风挡雨”，哪怕有的时候他们出现一
点失误和差错，我们要容错，要让他们
看到，在华西，他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真正专业的、执着的、有本事的人，也是
绝对要把梦想变为现实的。这样的人，
才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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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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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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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谁都会做，区别只是“做得好”
与“做不好”。但“企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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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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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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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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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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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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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讲要紧跟时代，为什么
要紧跟时代？因为前进的时代，就像上
升的电梯，关键你要赶得上。赶上了，
就算你不做什么事，也会随电梯一起上
升。赶不上，就只能爬楼梯，你爬得再
快，也快不过电梯。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保持这样
一种态度：既不要太过悲观，也不要盲
目乐观；既要看到危机，也要看到转
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大
家对未来要有预见、对形势要有预判、
对危机要有预案，要拿出提前应对的方
式方法。

▲做企业，实际上就是拿结果、提
效率、促公平。做企业没结果，你活不
过今天；没效率，你活不过明天；没公
平，你看不到后天。一个人做事效率的
高低，不在于开始了多少工作，而在于
完成了多少工作。年底，就是检验大家
干成了多少事的时候。

▲做事就像开车，不要油门踩到
底，挡却没挂上，也就是少做“白费劲”
的事。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做到位，关键
看责任。我们常讲要与上级保持高度
一致，如果只是简单地听上级的话，不
是高度一致；只有认真地对上级负责，
才是真正的高度一致。听话，不一定能
解决问题，负责，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一个人一天的工作，不是从他到达岗位
的第一分钟开始的，而是从他解决的第
一个问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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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行胜于言。设定目标
就是“言”，实现目标就是“行”，“行”可
以胜于“言”，但绝对不能落后于“言”，
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基层管理，管事；中层管理，管
人；高层管理，管自己。因此，作为一
名干部，不是说把别人管得怎么样，关
键是把自己管得怎么样。

▲你对待别人的方式，也决定了别
人怎么对待你。一切皆人性，商业也不
例外。你用“利他”对待别人的企业，
别人也会用“利他”对待你的企业。“利
他”是一种方式、一种态度，也是一种
能力、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哲学、一种
境界。“利他”的最高境界，就是禅的境
界。

▲改革开放 40年，对于一个人来
说，40岁刚好青壮年，正是年富力强干事
业的时候。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这样，这
个时候不干事，什么时候干？当一棵树
长到一百年，可能老了。但企业和村庄
不能老，要保持青壮年。在座的不少同
志，都是伴随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我
们的年龄在一天天变老，但我们的思想
不要变老。只有思想不老，你到80岁、90
岁还是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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