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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句 话 新 闻

华西龙希张玉：华西二村三
农公寓A栋旁边那条路没有路
灯，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增设路
灯，为来往的路人提供方便。

村委：该路段正在进行改造，
一方面进行道路拓宽，一方面设
置一定数量的停车位。后期，将
同步安装路灯。

华西龙希张丽娟：民族路宿
舍区丁字路口，已出现多起交通
事故，监控取证难。建议该路段
增设高清监控探头，加装交通信
号指示灯，或者在民族路加装道
路减速装置和标识。

村委：民族路是进出村的主
干道，在宿舍区前的丁字路口，小
康路上的车辆必须让行。请大家
务必按照交通规则安全驾驶车
辆。

华西化纤钟洪安：龙西湖风
景区西侧，原本是有统一的铁栏
杆，但由于时间比较长，有些已经
锈蚀掉了。缺的部分，只是用铁
丝进行了补漏，影响美观。建议
用铁栏杆修补，并统一刷漆，打造
一道亮丽风景。

村委：已到龙西湖进行实地
查看，确实存在栏杆损坏和安全
问题。正在与相关单位沟通，尽
快修补完成。

如今，村内还有很多的河流
和池塘，水质也非常好，是一道
道美丽的风景。但旁边都长有
很多的香樟树，每到春秋两季，
都有很多树叶落到水中，得不到
及时清理，既不美观，也影响水
质。建设安排专人，定期清理水
面，保证水质和环境卫生。

——华西医院 韩红香

华西菜场公寓路上停车太
多，希望把中间种菜的地方全部
浇成水泥地，供停车用，减轻道
路堵塞的压力。

——华西龙希 邓东兴

鸳鸯楼对面的员工宿舍楼
外墙已破旧，影响村容村貌，建
议及时粉刷修整。

——华西龙希 燕子

华西在很多的路口和主要
景区，设置了道路引导牌、景区
介绍牌和文明安全旅游提示牌，
但由于时间长，日晒雨淋后已经
褪色。部分指示牌后来增加过
一些内容，显得很不协调。建议
及时更换，营造美好形象。

——华西村民 戴冰

我为华西
进一言

▲3 月 1 日，山东省
新泰市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赵连军率队到华
西考察。

▲3月 2 日，国家自
然资源督察南京局春季
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
考察。

▲3 月 2 日，解放军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机关
党支部到华西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

▲3 月 6 日，江苏省
委办公厅机关后勤服务
中心到华西开展学习活
动。

▲3 月 6 日，河南省
信阳农林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院长黄艳霞到华西
商谈合作办班事宜。

▲3 月 7 日，江苏省
委研究室副巡视员邱海
军到华西考察。

▲3 月 8 日，福建省
泉州市泉港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国明带队到
华西考察。

▲3 月 9 日，福建省
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室副
主 任 苏 金 祥 到 华 西 考
察。

▲3 月 11 日，海南
省琼中县农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轮训班（第一
期）在华西开班。

▲3 月 12 日，江苏
中烟公司党建工作部到
华 西 商 谈 合 作 培 训 事
宜。

▲3 月 13 日，桑给
巴尔革命政府青年、文
化、艺术、体育部考察团
到华西参观访问。

▲3 月 13 日，立陶
宛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
阿 儒 纳 斯 先 生 参 访 华
西。

▲3 月 15 日，江苏
省泰兴市政协副主席周
桂香率团到华西考察。

▲3 月 18 日，海南
省琼中县农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轮训班（第二
期）在华西开班。

▲3 月 19 日，江阴
市“善解童贞”儿童保护
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华
西举办。

▲3 月 21 日，浙江
省衢州市政协副主席祝
晓农率团到华西考察。

▲3 月 21 日，江阴
市委党校举办的山东省
平邑县农村、城市社区
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第
一期）学员到华西参观。

▲3 月 22 日，中纪
委驻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纪检组吴鼎铭主任到
华西考察。

▲ 3 月 22 日 ，2019
年度河南省信阳市农村
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
（第一期）在华西开班。

▲3 月 23 日，华士
高中高一年级师生到华
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3 月 25 日，江阴
市委党校举办的山东省
平邑县农村、城市社区
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第
二期）学员到华西参观。

▲ 3 月 27 日 —29
日，无锡市工商联系统

“改革再出发 领跑新时
代”提升五个能力培训
班在华西举办。

▲ 3 月 28 日 ，2019
年印度尼西亚村长研修
班 学 员 到 华 西 参 观 考
察。

▲3 月 29 日，江阴
市委党校举办的山东省
平邑县农村、城市社区
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第
三期）学员到华西参观。

▲3 月 30 日，中国
高新技术产业导报副社
长、副总编霍立峰到华
西考察。

▲3 月 31 日，香港
新闻工作者联会董事会
会长、文汇报原董事长
张国良到华西考察。

▲4 月 1 日，青海省
“万名村组织后备干部
培训工程”省级示范培
训班在华西开班。

本刊讯 3月 12日，江苏省互联
网协会2019“智慧行——问道华西村”
系列活动首站在华西村顺利举行。本
次活动由江苏省委网信办、江苏省通
信管理局指导，江苏省互联网协会、华
西村联合主办，江苏省互联网协会 50
多家会员企业高管共同参与。

12日上午，参访团参观了华西村
示范家庭、吴仁宝老书记原居、“社会
主义富华西”展览馆。下午，华西村党
委书记吴协恩为参访团成员作了一场
论道互联网的专题报告。吴协恩书记
从“思考之道、商业之道、用人之道”三
个方面为企业家们作了深刻的思想交

流与分享。吴协恩书记提出的“互联
网思维”是一种“利他”思维、“诚信、品
牌和质量”是企业运营永远不变的商
业法则、管理者要给人才“打下手”“当
保姆”“做店小二”等理念，以及“网红
党支部”的党建教育模式，引起了参访
团人员的一致共鸣。省现代金融商会

会长、苏民投董事长黄东峰说：“此行
我们来到华西，不仅是学习华西的发
展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华西精神。
我们江苏的互联网企业要考虑江苏的
市场环境，结合实际市场需求，将华西
精神融入到企业，让企业长久而稳定
的发展。” （学军 开军 文/摄）

江苏省互联网协会举办
“智慧行——问道华西村”活动

本刊讯 3月 27日，江阴市召开
“全市以智能化为引领打造先进制造
业第一县暨人才强企大会”。无锡市
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等市领
导，华西村党委书记、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协恩等全市上千名企业家
参加会议。

会上，吴协恩书记围绕“转型升
级、绿色发展”的会议主题，结合华西
的发展历程，畅谈了当今企业“何时
转、往哪转、怎么转”？他认为，转型一

定要趁早，要在企业形势好的时候主
动转，不能等形势不好了逼迫转。华
西就是用“超前意识、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推动转型，做到快一拍，领着走，
而不是慢一拍，跟着走。转型，首先要
看准风向、找准风口。华西10多年前
实施“数量转质量、体力转脑力”，就是
看准了“大不等于好，只有强才是真的
好”这一风向，找准了“长三角地区服
务业是短板”这一风口。转型，关键要
有定力，牵住了“牛鼻子”就不能放手、

认准了方向就不能动摇。回顾华西这
些年的转型之路，虽然规模没有扩大，
但每年实现的可用资金在增加、上交
的税收在增加，这说明企业的效率在
提升、人均产出在增加，转型升级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华西当前就是

“稳中求进”，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上做文章。经济上，用数据说话；为民
上，让老百姓来讲。现在已不是简单
地“冲”，而是要更高质量地“进”。

（少春 开军 文/摄）

当今企业“何时转、往哪转、怎么转”？

吴协恩书记畅谈华西强企方略

华西新市村党委第二十七支
部，共有党员 32名，主要是来自
集 团 财 务 部 ，是 集 团“ 八 统
一”——财务统一管理的重要抓
手。这支队伍，始终以“加强财
务管理、提升企业效益”为主线，
以“执行财务制度、加强监督职
能”为支撑，不断加强集团财务
管理水平。

加强政治建设。华西二十七
支部深入贯彻从严治党要求，不
断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完善支部阵地建设，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每月定期在党员活动室
开展主题党日、远程教育、党课
活动，每年定期开展两次组织生
活会，夯实党员的日常学习和管
理，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认识水
平。充分发挥优秀党员、党员先
锋岗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全体
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加强业务提升。二十七支部

强化内部建设，根据《集团公司
会计核算办法》《财务会计岗位
工作责任制细则》《岗位责任制
考核办法》等管理制度，大胆进
行财务的改革创新，引进先进的
财务管理软件，实施ERP信息化
工程建设，提升集团整体管理水
平。鼓励财务人员加强专业职称
培训、继续教育培训，管好“一支
笔”、算好“一本账”、把好“一扇
门”，做到对企业负责、对数据负
责。

深化交流共建。二十七支部
一贯积极加强与工商、税务等部
门的交流。3月 19日，集团财务
支部与江阴市税务局华士分局展
开了党建共建活动，深入交流、
互相学习，把党建互促互进的政
治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根据国家减税降费的政策，华士
税务分局通过开展专题讲座，为
集团企业排疑解惑，将国家的好
政策落到基层。

(缪永琴)

抓好支部建设 提升服务职能
——记华西新市村党委第二十七支部

本刊讯 3 月 23 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
济之声首席评论员陈爱
海，专程到华西采访村党
委书记吴协恩，录制大型
访谈节目——《爱评论：新
时代百人对话录》。访谈
中，吴协恩书记结合华西历
程和自身的成长经历，介绍
了华西建村以来的做法和
经验。他认为，华西成功的
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加强党性教育，坚
定党的信仰，坚持走华西特
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
路。

据了解，节目制作完
成后，将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央广《经济之声》栏
目，以及央广网，通过音
频、视频、文字、图片的方
式呈现，最终还将结集出
版。

（学军 开军 文/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广经济之声专访吴协恩书记

本刊讯 传承榜样，
学习先进。3月12日，无锡
市妇联前来华西开展“寻找
三八红旗手精神”寻访活
动。期间，专门采访了华西
村当年的“铁姑娘”赵毛妹，
追寻华西妇女推动强村富

民的难忘岁月和感人事
迹。通过采访，也再次回顾
了华西村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历程，特别是广大妇女在
华西村每一个重要发展节
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佳志 开军 文/摄）

无锡市妇联到华西开展
“寻找三八红旗手精神”活动

■党支部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