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句 话 新 闻

▲12月1日，中山大学红色教育
培训班在华西举办。

▲12月2日，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社长许宝健到
华西考察。

▲12月2日，日本NHK电视台
记者到华西采访。

▲12月4日，新疆霍城县委副书
记、代县长艾斯克尔率党政代表团
到华西考察。

▲12月4日，江阴市委党校举办
的河北省定兴县基层能力提升培训
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12月6日，浙江省台州市农办
副调研员兼经济发展处处长张光根
率乡村振兴战略培训班学员到华西
考察。

▲12月7日，江苏省泰兴市农委
信息中心刘金莲主任率优秀益农信
息社信息员培训学员到华西考察。

▲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
行2018年地市中心支行“一把手”暨分
行机关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在华西举办。

▲12月11日，俄罗斯原驻外大
使团参访华西。

▲12月11日，新疆霍城县2018
年基层干部培训班（第五期）在华西
开班。

▲12月12日，南京市江宁区委
副书记高德臣率团到华西考察。

▲12月12日，浙江省乐清市档
案局党组书记、局（馆）长潘旭东到
华西考察。

▲12月13日，安徽省合肥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李大勇率县（市）委组
织部人员及部分大学生村官、村党
组织书记到华西考察。

▲12月13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环境监察专员尹荣尧到华西考察。

▲12月15日，平安普惠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年会在华西
举办。

▲12月16日，科技日报社苏南科
技宣传培训会与会代表到华西参观。

▲12月 16—18日，朵拉小羊
——江苏婴童会议在华西召开。

▲12月17—18日，江苏省产业
海外发展协会顾问、省政协原副主
席包国新，省发改委副巡视员尹建
庆、省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郑晓
荣女士一行华西考察。

▲12月18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监
察处和评估中心到华西开展党员活动。

▲12月18日，江阴市委党校举
办的安徽省濉溪县经济工作能力提
升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12月18日，无锡市滨湖区委
党校举办的滨湖区大学生村官培训
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12月20—21日，南京市溧水
区农业科技与信息中心到华西开展
党员活动。

▲12月22日，原成都军区政委
朱福熙上将到华西考察。

▲12月23日，以“聚力高质量
绽放新时代”为主题的江阴市女企
业家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
2018年会在华西举办。

▲12月24日，青海省村集体经济
“破零”工程专题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12月24日，中国社科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国情调研基地联席会
议在华西召开。

▲12月24日，山东省民政厅调
研组到华西考察。

▲12月25—28日，无锡小刀电
动车客户答谢会在华西召开。

▲12月26日，中国行政体制改
革研究会在华西召开。

▲12月27日，江阴市委党校举
办的安徽省太和县2018年冬季主体
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彭森率“中国改革（2018）年
会嘉宾”到华西考察。

▲12月31日，江阴政协副主席
喻伟力到华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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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风采

华西焊管祁晓峰：华西
幼儿园扩建后，确实改善了
教学条件，方便了交通。但
是，很多卖爆米花和棉花糖
的小三轮都聚集到那里，不
仅占据道路，而且销售不健
康食品。建议村里加强管
理。

村委：已经与上级城管
部门和华西联防队沟通，加
强幼儿园门口的管理。

华西龙希陈卫忠：华
西商贸城小区的中间道
路，经常停有大量商贩的
货车和重型半挂车，不仅
影响交通，而且给小区里
面的小孩和老人带来了很
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整
治。

村委：正与棉花仓储公
司商量，看是否能在部分路
段增加限高装置，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不
让大货车进入小区。

华西龙希曹敏霞：在世
界公园建设的玻璃滑道，
确实是华西旅游的一个大
亮点。但在半山腰的公路
上，有很多建造玻璃滑道
后留下的垃圾无人清理，
车子开过满是灰尘，给上
山的游客和锻炼的人带来
了不便。建议安排人员及
时清理。

村委：已与玻璃滑道的
承建和管理公司沟通，请他
们及时清理，并在建设玻璃
栈道时也要注意建筑垃圾
的收集和清理。

天下第一村南门路口
改造后，有效改善了交通环
境。但是现在很多轿车、大
货车在那里掉头，但中间的
隔离带没反光装置。建议
从南门出去，一直到高速路
口，都能加装反光装置，增
强安全系数。

——华西龙希 王宪

文体活动中心旁边
小道的长椅，极大地方便
了游人的休息，建议加装
挡雨篷，更能体现人性
化。

——华西龙希 周旋

我为华西
进一言

各 公 司 动 态

本刊讯 2018年 12月 31日，在
喜迎2019年元旦的跨年之夜，华西村
党委组织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华
西干部家属会议”。会上，6位干部家
属代表作了交流发言，村党委书记吴
协恩作了讲话，要求干部和干部家属：
把缺点、不足留在2018，把进步、提升
放在2019。
吴协恩书记认为，华西能取得今

天的成绩，与干部家属的辛勤付出是
分不开的。干部家属确实比较辛苦，
因为干部平时忙于工作，对家里照顾
得相对少一点，而家属不仅要干好本
职工作，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管好家
庭、教育子女、照顾老人。他表示，家
庭是块“责任田”，一定要公私分明。
进入新时代，不管是对干部，还是对家
属，华西的要求不是放松了，而是更严
了；华西的标准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
了。以往让干部发言，今天让家属发
言，目的就是希望家属要关心另一半、
支持另一半、督促另一半。
吴协恩书记指出，身廉一世清，家

和万事兴。对于干部，一要确立长期
行为，自我坚持；二要听老百姓的意
见，自找差距；三要有一个好的学习氛
围，自我提升。对于干部家属，对另一
半在事业上多一份支持，少一份拖累；

在感情上多一份温暖，少一份埋怨；在
生活上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求；在廉
洁上多一份监督，少一份放任。华西
干部无小事，一言一行需谨慎，希望大
家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

验，真正做到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物
不拿，不净之地不去，不正之友不交，
在“是与非”上清清楚楚、在“钱与物”
上清清白白、在“来与往”上清清爽
爽。 （少春 开军 文/摄）

吴协恩书记在华西干部家属会议上要求：

把缺点、不足留在2018
把进步、提升放在2019

本 刊 讯 2018 年
12月21日，华西铝业召
开年末财务会议，对
2018年的工作进行了总
结，并对年末收尾任务
进行了逐条布置。会
上，铝业总经理黄建刚
根据统计数据、能耗数
据等相关财务报表情

况，要求各部门按时按
标准完成好年末财务收
尾工作，一方面加大监
管力度，在降低能耗的
同时，提高产品合格率，
另一方面加强技术技能
培训，培养工作能手，推
动公司的健康发展。

（何海刚 文/摄）

各单位积极贯彻村党委会议精神

本刊讯 2018 年 12
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基层行·村庄篇”中，推出
题为《住房变迁演绎华西共
富之路》的报道，用华西人的
住房变化，介绍了改革开放
以来，华西村坚持集体经济，

走共同富裕道路，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
当天，央视《朝闻天下》

栏目，还在“弘扬伟大民族精
神”专栏中，播出了华西村吴
仁宝老书记的专题报道《共
同富裕是村干部的“大担
当”》。 （张学军 文/摄）

央视《新闻联播》聚焦
华西改革开放发展成果

本刊讯 近日，从全
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传来喜讯：江苏省2018
年第四批拟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已公示名单，无锡
欧莱美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名列其中，标志着该公
司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
新技术领域持续进行研
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

形成核心技术与自主知
识产权保护，具备可持续
发展潜力等方面获得了
肯定。
据了解，该公司仅在

2018年获得了4项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以及多项实用新型、外观
专利证书，另有10多项
发明等专利申报正在受
理当中。 （刘传文）

本刊讯 2018年12月
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伯军前来
华西调研乡村振兴情况。在
参观了老书记原居、文体活动

中心等地，并听取吴协恩书记
的汇报后，张伯军委员对华西
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
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学军 开军 文/摄）

民革中央副主席
张伯军前来华西调研

本刊讯 2018年12月
10日，美国房地产发展公司
JMJ董事长蒂姆·巴顿前来
华西参观访问，并同华西村
党委书记吴协恩座谈交流。

吴协恩书记向蒂姆·巴顿董
事长介绍了华西在全球的产
业布局，并表示：“不以华西
为世界，而以世界为华西！”
（江华 开军 文/摄）

美国房地产发展公司JMJ
董事长蒂姆·巴顿参访华西

华西新市村第十四党支部共有
党员25名，分为3个党小组，党员全
部来自华西毛纺厂各个岗位。在华
西村党委的带领下，十四支部将党
建工作有机地融入企业经营之中，
与企业管理机制相互支撑、相互促
进、凸显党建引领作用，有效促进了
企业生产、创新升级、有力推动了企
业提质增效，企业文化再上台阶。
强化党员思想教育。支部以“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把思想教
育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用党章党规规
范党支部和党员行为，用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党员“四个意
识”，要求党员干部充分利用工作之
余不断强化学习，牢记使命，统一思
想，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进一步引向深入。
规范党内组织生活。对照《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规范要求》，
配备专属党支部活动室，扎实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充分利用支委会、党小组
会、支部大会、统一活动日等多种形
式，积极宣传党的宗旨和思想，定期
开展书记讲党课、观看远程教育视

频、微信群交流互动等丰富多样的
学习形式激发党员的学习热情，提
高学习的时效性，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不断规范党内组织生活，
提升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提升党员责任意识。要求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时刻记住党员
身份，确保党员充分履行职能、发挥
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紧盯
目标、努力拼搏，将集团公司下达的
任务和企业实际发展的问题紧密关
联，一月抓一月，一月不放松一月，
每月根据书记报告以及本企业运行
情况，对照自身工作，开展分析，查
摆问题，提升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
和担当意识，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开展特色系列活动。组织党员

干部下车间，和一线工人并肩奋斗，
战高温，保质量，增产量，全体员工

凝心聚力，出色地完成了高峰期的
生产任务；组织党员干部赴南京雨
花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英雄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参
观老书记原居，再一次接受思想洗
礼和教育，倍受鼓舞和感动。一系
列的活动促使党员增强了“忠诚、担
当、奉献”的意识，提高了党员的政
治素养，进一步坚定了对党的信仰。
我们支委重视党建工作，重视

党员素质提升，以“创先争优，建设
星级支部”为目标，带领支部党员，
以党建促生产，为企业服务，为人民
服务，发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引
领作用，鼓励优秀员工，特别是业务
骨干,加入到党组织队伍中来，提升
毛纺的综合竞争力，提升产品水平，
为企业持续发展和百年华西贡献力
量。 (何瑜）

强化党建引领 促进企业发展
——记华西新市村第十四党支部

（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