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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华西新市村委员会主办

特色 诚信 共富 和谐

管理之道

记者札记：

民以食为天，家以居为安。对于一
个家庭来说，有一处能够安心居住的房
子才是最重要的。国家提倡“住有所
居”，华西是“住有宜居”，不仅仅华西人
自己宜居了，而且让更多的人宜居了！

◆始终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
发展”的宗旨，脚踏实地、奋力开拓，大力弘
扬华西精神。

◆始终遵循“工程规范、现场管控、理念
创新、管理突破”的工作思路。

◆始终坚持“精心设计、精工细作、精益
求精、打造精品”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
重点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让全国人民都能住有所居。华西
建村50多年来，始终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不
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农村，让老百姓实现了“住有宜居”。这当
中，华西建筑房产总公司作出了积极贡献。

铸优质工程 创一流质量

公司始终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
发展”的宗旨，脚踏实地、奋力开拓，大力弘扬
华西精神，一切以用户满意为中心，在华西及
江阴、张家港地区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打造了
一批惠民工程、优质工程。

村内，打造了华西新村、龙西湖、龙东湖
等风景宜人的生活住宅区。华西塔群，就是
亮点工程之一。该项目共有 9座小金塔，地
下一层，地上 16层，总建筑面积 10.8万平方
米，基础采用预应力高强度钢筋砼管桩、钢
筋砼筏板式基础，全框架结构，外部采用仿
古琉璃瓦屋面，顶部矗立一个金光闪闪的葫
芦，红褐色的外墙更显得庄重华丽。同时，
公司还参与了328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华
西龙希国际大酒店的建设，不仅让公司所有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而
且项目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工地和优质结构。

村外，在张家港和江阴开发建设了丽景
华都、丽岛华都、幸福华都、扬子华都等多个

“华都”系列房产项目，涵盖商品房、拆迁房、

经济适用房等多种类别，总面积近 300万平
方米。同时，还参与了总承包 12.8万平方米
的“南门印象”城市综合体项目。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公司始终遵循“工
程规范、现场管控、理念创新、管理突破”的
工作思路，以落实责任为核心，选派精锐的
项目部及施工队伍，配备过硬的技术力量，
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和安全保障体系，制定切
实可行的质量控制措施。同时，广泛应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做到方案先行，样板
开道，不断克服各类质量通病，努力打造百
年工程。

高品质服务 树一流口碑

公司所开发的房产项目，不管是建造
质量，还是配套设施，乃至售后服务，都非
常全面、周到。华西建筑房产董事长兼总
经理缪洪达认为，售后服务做得好，不仅是
维护华西的好形象，同时也为企业可持续
发展创造条件。公司所开发的房产项目，
不仅市场认可度高，而且在业主的心目中
也有好口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
是做到了在各个项目的售后服务上，无论
是速度还是质量，都能以高标准要求公司
员工，做到当天事、当天办，不敷衍、不拖
拉，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让村民和业主住得
放心、开心。

随着社区化的逐步推进，物业管理作为
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维护
小区安全上责无旁贷，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
然。如今，公司已从原来的建造房产，向物业
管理拓展，把为业主提供更高品质服务作为
今后的发展方向。为了做好物业管理工作，
专门成立了华西物业管理公司，制定了行政、
客服、维修等管理制度。为了提供高品质的
物业服务，公司要求所属的物业工作人员，都
要掌握必要的应急服务知识，学习应急服务
必备技能，做到随时可以提供优质高效的管
理和服务，让每一位业主都能信任华西。由
此，把“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效率
第一”作为企业经营理念，在所管理的小区赢
得了居民的口碑和同行的肯定。

目前，仅在江阴片区，就有在管项目约
200万平方米、近万户家庭。公司所管理的
小区，多次被评为“省级示范物业管理项目”

“省宜居示范居住区”“无锡市城市物业管理
示范小区”。

做精致产业 争一流业绩

公司虽然已经取得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资质，但是在 1985年以前，还只
是一个小小的工程队。经过 30多年的发展
壮大，始终坚持“精心设计、精工细作、精益
求精、打造精品”发展理念，已经形成从居民
住宅、工业厂房，以及商业住宅的设计、建
造、装潢和销售、物业管理等一条龙产业链，
为华西的新一轮发展贡献了力量。2018年，
华西建筑房产总公司完成的可用资金，比任
务数增加了31%。

对于村党委书记吴协恩提出的“利他就
是利己”理念，缪洪达也有自己的理解。他
认为，“利他”能带来更好的集聚效应，与其
想着分蛋糕，不如一起把蛋糕做大。只有相
互信任、相互理解，才能使企业持续、稳定发
展。利他，不仅是胸怀和气度，更能形成一
个较好的信誉口碑，由此形成的合作往往也
都会更加可持续。

缪洪达表示，公司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管
理，继续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各下属企
业，既要内抓管理、不断提升，还要外抓市
场、不断拓展。特别是要敢于“走出去”，向
外部拓展要效益。比如，房产公司要密切关
注市场，寻找机会，合适的项目要参与竞
争。建筑公司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取得机电
总承包三级资质，总承包范围越来越广，也
将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要继续积极向外寻
找新市场，并争取与央企等有信誉口碑的企
业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强强联合，共谋发展，
争创更好效益。

（苏家栋）

让业主住得放心、开心
——华西建筑房产从建造向服务转变

本刊讯 3 月底，中共中央宣
传部在河北西柏坡举行“壮丽七
十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
活动启动仪式，全面启动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新闻宣传。4 月
16 日，由中央电视台、《经济日
报》、《科技日报》等从中央到地方
的 19 家新闻媒体组成的采访团，
到华西开展蹲点采访活动。此
前，人民日报社记者已专程到华
西采访了党的十九大代表、华西

村党委书记吴协恩。
蹲点期间，采访团成员参观了

华西电商中心、社会主义富华西展
览馆，以及村民家庭、相关企业和
村容村貌，并召开了座谈会。会
上，吴协恩书记介绍了华西的发展
历程和创新理念。他说，吴仁宝老
书记曾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概括为

“三个阶段”：看当家、跟当家、自当
家。在这个过程中，老书记给自己
概括了 4个字：50年代“听”、60年

代“顶”、70年代“拼”，到 80年代才
“醒”。正是老书记一切从实际出
发，才为华西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1961年建村时华西营业总收
入 5.91万元，2018年底华西营业总
收入 504.4 亿元，增长了 85.35 万
倍；1961年交税 0.85万元，2018年
底交税 14.86亿元，增长了 17.48万
倍；1961年人均年收入 53元，2018
年年底人均年收入 9.05万元，增长
了 1707 倍，实现了“地创高产出，

人创高素质”。
吴协恩书记认为，华西取得成

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坚持
集体经济，走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
道路。华西的经济，与中央的精神
是一致的；华西的改革，与国家的
步调是统一的；华西的扶贫，与中
央的主张是合拍的；华西的党建，
与中央的要求是配套的；华西的未
来，与“中国梦”是紧密相连的！

（少春 开军 文/摄）

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中央宣传部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华西

本刊讯 4月 10日，吴协恩书记
应邀赴京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
管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座谈会。会
上，他先从“经济建设高质量、乡村振
兴高质量、人的高质量”三个方面，讲
述了华西的发展历程。随后围绕“为
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三个问题，介
绍了华西掀起“学习强国”热潮的情
况。中宣部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刘汉俊
表示，华西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
面旗帜，我们要在华西建立“学习强
国”的第一个村级学习平台！

今年 1月份，“学习强国”平台正

式上线后，华西在第一时间召开党委
班子会议和全体村民大会，并通过党
员联户“1+10”制度下发通知，要求全
村党员干部、村民职工加入平台学
习。目前，华西党员队伍中超90%，村
民队伍中近 80%，员工队伍中近 70%，
都已主动加入“学习强国”APP进行学
习，平均积分近2000分。

在京期间，吴协恩书记还应邀为
中共中央办公厅 1200多名党员干部
作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专题
报告。

（华轩 文/摄）

吴协恩书记应邀赴京参加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座谈会

本刊讯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演讲，宣示了
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举措，
令国人为之振奋，在华西干群中引发热烈反响。4
月 27日的央视《新闻联播》，在题为《共同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美好未来——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在各地引发热烈反响》的专题报道中，播出了党的
十九大代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学习感受。

吴协恩书记表示，正如总书记所说，只要大家
齐心协办、守望相助，即使相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
够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像我们在莫桑
比克建加工厂，形成一条龙生产，在这个国家就有
了一个新的行业，能够增加更多的就业，让当地的
老百姓也能走向富裕。 （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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