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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风采

华西龙希王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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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由于中康桥改造，
所以才让大货车从华陆路分
流到小康路，然后经幸福大桥
进入工业园区。中康桥修好
后，还是不允许大货车从天下
农民小区南门驶入小康路。
隔离护栏的反光装置问题，已
向交管部门反映，请他们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华西龙希周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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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由于小道上的长椅
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极易
形成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
所以暂时不考虑安装挡雨篷。

本刊讯 1月7日，江
苏省委维稳办主任、省信
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省
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主任陈逸中一行，在
江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吴芳，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的陪同下，先后在
华西考察了老书记原居、

社会主义富华西展览馆
等处。期间，吴协恩书记
汇报了华西的良好形势，
以及坚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安全是第一责任”的
理念和做法。陈逸中主
任表示：“多次来华西，每
次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学军 开军 文/摄）

江苏省维稳办主任陈逸中考察华西

希望村委能解决一下2号
塔西门前道路、双桥路由北向
南靠近双桥处等地的道路积
水问题，以免雨雪天气给行人
和车辆造成不便。

——华西博物馆 朱冬宇

双桥路是进出华西的主
要道路，并且与澄杨路交叉。
双桥56栋小区的村民都要在
那里掉头，但在下班高峰时
段，左拐车辆经常排很长的
队，很不方便。建议延长掉头
路口，或者往后移一些。

——华西龙希 葛春鸣

我家在铜管厂到华西双
桥的老别墅区，树木虽然是几
十年的老树，但还是枝繁叶
茂，严重遮挡阳光。绿化公司
修剪时，只把路边的树修剪
了，小区里面的没有修剪。按
照《村规民约》的规定，村民不
能自己修剪。希望村里能帮
忙修剪一下。

——华西焊管 祁晓峰

天下农民小区北门附近
路口，早晚高峰车流量较大，
由于没有信号灯管理，车辆无
序通行，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建议在晚高峰时段在此处临
时增设信号灯或派驻人员，引
导车辆有序通行。

——华西股份 何从俊

我为华西
进一言

▲1月3日，贵州省
理塘县致富带头人专题
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
观、学习。

▲1月6日，孙中山
嫡孙、国际孙中山同盟
会会长孙武彦到华西
考察。

▲1月8日，江阴市
委党校举办的山东广
饶县陈官镇乡村振兴
专题学习培训班学员
到华西参观学习。

▲1月10日，江苏
省高院“三援”（援藏、
援疆、援青）干部到华
西考察。

▲1月12—13日，
上海国际银行金融专
修学院在华西召开会
议。

▲1月14日，武汉
大学港澳台办公室主
任彭国晖率留学生团
到华西参观。

▲1月15日，江苏
淮海新能源车辆有限
公司年会在华西召开。

▲1月21日，苏州学
思堂年会在华西召开。

▲1月21日，贯彻
新思想 建功新时代
——2019年度华士镇

妇联“百千万巾帼大宣
讲”活动代表到华西参
观。

▲1月23—24日，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机关党总支书
记、工会副主席朱正乾
率团到华西考察。

▲1月24日，原山
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总经济师王兆春
率山东乡村振兴考察
团到华西参观学习。

▲1月25日，阿法
拉伐中国区年会在华
西召开。

▲1月26日，武警
江苏总队2019年度基
层大中队主管《纲要》
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
观。

▲1月26日，无锡
共成控制线公司年会
在华西召开。

▲1月26日，苏州
恒瑞科迪医疗器械公
司年会在华西召开。

▲1月29日，江苏
省常熟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燕到华西考察。

▲1月30日，江阴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
锋到华西考察。

本刊讯 1月 20日，华西邀请江阴市
四套班子老领导到华西召开座谈会，请
他们为华西建言献策。会上，华西村党
委书记吴协恩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发展成
果，展望了今后的美好前景，并深情地
说：“老领导越是关心华西，我们就越要
争气，越要努力，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向你们汇报！”

参加座谈会的江阴市老领导对华西给
予一致肯定，并提出了宝贵建议。市委原
书记翟怀新说：“为华西高兴，为华西骄
傲！协恩书记讲得很好，继往开来，他的话
有前瞻性、有辩证性、有创新性，很好地继

承了老书记的思想精神。每年都来华西，
今天看到华西又有大的变化，非常开心！”
市委原书记成强说：“今天又来华西，我讲
两句话，一是祝贺，祝贺华西年年都有新样
子，我从协恩书记的讲话中，听出了华西的
新发展、新思路、新后劲，非常好；二是感
谢，感谢协恩书记每年邀请我们老同志，前
来华西走一走、看一看！”

会前，与会老领导还一起参观了“社会
主义富华西”展览馆，通过一幅幅图片、一
件件实物、一段段影像，感受了华西的发展
历程和改革成果。

（少春 开军 文/摄）

江阴市老领导为华西发展建言献策

本刊讯 为弘扬中华饮食文化，
挖掘培育行业“工匠精神”，1 月
7—9日，“联合利华饮食策划杯”第
八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江苏赛区）
在华西举行。8日上午，比赛作品展
示观摩活动在华西龙西湖水上餐厅
举行。

本次竞赛分为中餐热菜、中式点

心、冷拼、食品雕刻、西式点心、烘焙、
裱花蛋糕、个人全能赛、团体赛等9个
工种项目，共吸引300余名来自全省
各地的一线厨师参赛。参赛选手们纷
纷拿出各自的绝活，在继承传统中又
大胆创新，在烹制色、香、味俱全菜肴
的同时，通过装盘和饰品的点缀，为每
一道菜品赋予了新的活力与文化内

涵。
据悉，本届“联合利华饮食策划

杯”第八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将在全
国展开40余场分赛区和单项赛区比
赛，来自餐饮业各岗位的优秀选手将
展开激烈角逐，争夺晋级今年9月举
办的总决赛参赛资格。

（学军 开军 文/摄）

第八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江苏赛区）在华西举行

华西新市村第二十党支部共有
党员31名，其中预备党员1名，来
自建筑装饰、五金装潢公司、华西混
凝土公司和华西管业等多家单位分
为3个党小组。支部严格执行村党
委和集团公司部署和要求，不断夯
实党建工作基础，创新党建工作形
式，丰富党建工作内涵，拓展党建工
作外延，努力推动党建工作向更高
的目标迈进。

支部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以党小组为单位集中学习，以
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有计划、
有目的地进行党员学习教育，以落
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
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
主动性，加强推进党员干部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支部有针对性地把党
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增强党员的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使
广大党员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勇
于担当，无论在学习、工作、生活中
都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党员
专题学习会，学习《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促使全体党员
顺应村民职工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
求。

支部利用党员活动日，组织全
体党员并吸收各单位中层以上非党
员干部参加，参观老书记原居纪念

屋社会主义富华西展览馆，学习老
书记精神，加强党员作风意识。在
平时，加强组织协调，有效整合宣传
教育资源，对重点项目、重点部门、
重点对象，进行岗位廉政风险排查，
经常性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定期开
展谈心谈话活动，提高抗腐拒变的
能力。同时，以党建为抓手，加大对
财务管理、物资采购、人事调配，特
别是重大项目的决策。

为了拓宽党建工作方式，支部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加大硬件投
入，确保基层党建宣传工作有场
所、有设备；加强基层党建宣传队
伍建设，确保党建宣传工作有人
抓，提升党建宣传队伍能力建设；
建立党建宣传栏和支部活动室，利
用宣传栏及时传达上级要求，反映

支部党建工作动态与成绩，多层
次、多角度、多形式地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以及支部动态的前沿
阵地，充分展示党建工作成果，宣
传从严抓党建、带队伍、扬正气的
良好形象，进一步增强党建宣传工
作的生机和活力。

支部书记郭定安认为，党员的
一言一行，都直接反映党在村民职
工中的形象。全体党员要以科学决
策、科学管理、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的作风体现党的先进性，在村党委
和吴协恩书记的带领下，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狠抓落实，以必胜的信
心、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努力
开创党建工作新路径，为企业持续
发展和建设“百年华西”贡献力量。

(陈芳)

以学促建，拓宽党建工作新路径
——记华西新市村第二十党支部

本刊讯 善行有您，
美德佑您。1月22日，江
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焦建俊，在无锡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商波涛，江阴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程政
的陪同下，前来华西向先
后荣获江苏“时代楷模”
和“道德模范”光荣称号

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
恩进行慰问，对他始终以
敬业奉献彰显模范作用，
团结带领华西人民不断
创造新的发展奇迹，为社
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并致以新
春的问候与祝福！
（佳志 开军 文/摄）

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焦建俊到华西慰问吴协恩书记

本刊讯 1月21日，
《华西月刊》召开2018年
度总结表彰会，全体编
委、各单位通讯员，以及
获奖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江阴日报
社领导作了专题辅导，表

彰了优秀通讯员、优秀读
者、优秀进一言等4个类
型、26名优秀代表，以便
促使全村上下共同努力，
携手把《华西月刊》办得
更好。
（丽霞 开军 文/摄）

《华西月刊》召开
2018年度总结表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