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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聚焦

各单位积极贯彻
村党委会议精神

书记 说

5月5日晚，华西召开了每月例会。

会上，冶金、化纤、建筑、金融、物流等公

司负责人，汇报了当前企业运行情况和

今后工作打算。华西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协恩在

总结讲话中，以“能力要强、定力要足、耐

力要久”为主题，立足华西村实际，围绕

高质量发展，就如何迎接“双过半”，实现

全年目标，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和动员。

★“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我们马上
召开经济分析例会，目的是让大家迅速投
入到工作状态，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纵观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可以
看到现在正处于多种因素叠加的阶段，各
类矛盾也在叠加，我们如何应对？关键要
增强“三力三心”：能力、定力、耐力，进取
心、平常心、责任心。

★各企业能力要强，以进取心把握新
机遇。面对大势，可顺不可逆；面对机遇，
可用不可废；面对挑战，可进不可退。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五项重点工
作，并指出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根
据中央精神，各公司、各企业要继续落实好
我提出的“稳快活”：传统产业发展要稳、把
握机遇动作要快、资本市场利用要活。

★我们企业一定要抓住“一带一路”
这个机遇、享受国家这个政策、融入全球
一体化这个市场，并在大潮中有所收获。
具体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确立
长期行为，不仅我们发展了，对当地也要
有所帮助。

★一个人要想把企业做得出色，一看
能力，二看愿望，两者缺一不可。能力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啥愿望也很重要呢？
因为愿望决定了你创业的动机、做事的宗
旨和事业的格局。

★各公司、各企业在任务分解上要尽
量靠前排、在进度要求上要尽量往前赶、
在风险防范上要尽量想周全。特别是安
全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工作要前移，把问
题想在前、把事情干在前、把风险防在前。

★一把手定力要足，以平常心面对新
形势。做企业，最担心不确定性；做决策，
最怕未知，包括对市场的未知、对政策的
未知、对未来的未知。面对不确定性，要

有定力；面对未知，要有平常心。
★我最近正在重读《邓小平文选》，也

多次观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
视剧。小平身上有两点对我启发很大：一
是他的定力，二是他的耐心。

★小平讲的“等”和“跟着走”，我每次
想起都觉得充满了智慧。老书记在世时，
我就是用这四个字处理跟他的关系。等，
是等老书记理解，用时间换空间；跟着走，
是学老书记的做事方式。

★治国需要定力，做企业也要有定
力。中国企业家中最有定力的有两个：一
个是联想的柳传志、一个是华为的任正
非。非常巧合的是，这两个人年龄也一样
大，都是1944年出生，而且都是40岁之后
开始创业。

★柳传志提出过一句话：“跳出画框
看画”，意思是你如果一味地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只看得
到自己的优点。要发现自己的不足，就要
学会从他人的角度审视自己。“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企业一把手，一定要懂得换位
思考，既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也要
借助他人的眼光看自己。做到这一点，需
要极大的定力。多大的“锚”，控制多大的
船，定力也不是靠说的，是靠做的。

★任正非说：“我今天最兴奋的，就是
美国对我们的打压”，他的这一观点与我
讲的“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制裁中国，等于
把市场让给了中国有准备的企业”不谋而
合。像任正非这种层次的企业家，只有企
业，没有家，因为他们把企业命运与国家
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经济发展到了现阶段，遇到的问
题，不再是简单的缺少人才的问题，而是
结合自身实际怎么用好人才，能否消化得
了人才，尤其是如何自我提升的问题，不

能左手不相信右手。最重要的一点，希望
在座各位加强学习，既要向老书记学，也
要向社会上优秀的企业家学，学他们的家
国情怀、宽广胸怀，学他们的创新思路、先
进理念，唯有学习让人不落伍！

★年轻人耐力要久，以责任心成就新
事业。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赛，而是一场马
拉松，最后比拼的是耐力。所以，年轻人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管得住自己、经得起
考验。

★我常讲：“年轻人有什么新的想法，
只要是合适的，我们长辈就要勇于接受新
鲜事物。年轻人要玩就要玩出名堂，但不
能玩物丧志！”年轻人要懂得自律，自律的
前期是兴奋的、中期是痛苦的、后期是享
受的。

★村里也会进一步加强对年轻人的
教育和引导，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青年要
顺利成长成才，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
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浇水，
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
该整枝时就要整枝！”年轻人不仅要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有
健康的财富观、金钱观、消费观。赚钱不
易，花钱更难，不要看有的人怎么有钱，关
键看他怎么花钱，有钱是一种状态，花钱
是一种境界。

★这个月，我们要把“赚钱不易，花钱
更难”作为主题，发动全村干群进行讨论，
集中大家的智慧探讨“怎样赚好钱、花好
钱”，特别是怎样把钱花得更科学、更合
理、更到位。华西发展到了更高水平，华
西人应该有更高追求，要达到总书记强调
的：“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
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追
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

生！”
★年轻人的好日子在后头，要靠自己

干出来，要从“要我做”，转变到“我要做”，
更要“我会做”。像都市农业，就做得越来
越好，月底“国家优良食味水稻标准化区
域服务与推广平台项目推进会”在华西举
办，会上授予了都市农业三块牌子：原粮
种植示范基地、稻米加工示范基地、稻米
仓储示范基地。这三块牌子的分量是比
较重的，希望农业团队继续努力，在数据
化、标准化、品牌化上再创佳绩，把农业公
司打造成国家级龙头企业。

★进入 5 月份，我们也将迎来“五件
事”：一是干部西藏锻炼，二是半年度总
结，三是“七一”表彰，四是“八一”表彰，五
是庆祝建国70周年。关于七一和八一这
两个活动的先进人物评选，我提五点要
求：启动早一点、考虑全一点、范围广一
点、一线多一点、面孔新一点。总的一条：
选出的每一个先进都要让人信服，要拿得
出事迹、讲得出依据、引得起共鸣，要有说
服力、示范力、引领力，要可学、可信、可
敬。表彰，既是为了增强大家的荣誉感、
责任感、使命感，也是为了弘扬先进的好
品质、好精神、好作风，让华西的发展始终
沐浴在健康向上的氛围中！

★我在上个月例会上着重强调：“大
事要事头等事，重中之重在落实”，大家一
定要继续抓好落实，干部放手干、员工放
心干、上下放开干，把“双过半”落到目标
任务上、落到具体数据上、落到责任担当
上。希望大家能力要强、定力要足、耐力
要久，以进取心把握新机遇、以平常心面
对新形势、以责任心成就新事业，为上半
年的“双过半”、为全年度的“满堂红”，继
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能力要强 定力要足 耐力要久

——吴协恩书记在经济分析例会上的讲话摘要

本 刊 讯
5月 19日，“华
西 5000”首次
使用单钩三吊
点顺利起吊平
潭大练风电场
C15 机 位 单
桩。此次吊桩
作业海域暗涌
较大，同时大
雾天气都给吊
装作业造成很
大的困难。“华
西 5000”精准
就位，确保船
舶稳性的前提
下为驳船提供
了 较 好 的 船
位，以确保驳
船不会大幅度
的摇晃，成功
克服了作业海
域所带来的不
可 施 工 的 因
素 。 华 西 海
工 团 队 与 中
交 三 航 项 目
组经过多次技术讨论及可行性
论证，保证了此次单桩吊装作
业的安全完成。此次吊桩作业
的顺利完成，为“华西 5000”团
队积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为

南海海上风电单桩施工增添了
新的工艺，“华西 5000”也将继
续为海上风电的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

（赵守准 文/摄）

各 公 司 动 态

本刊讯 5月10日，恒力集
团与华西化工码头首单首船合
作，该公司的10700吨3#喷气燃
料（煤油）通过“交运油 169号”
轮成功卸入华西码头仓库储
罐。双方负责人一致认为，这次
合作不仅有利于双方建立持续、

稳定的合作关系，寻求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更有利于双方企
业的长远发展，我们坚信，华西
码头与恒力石化在各自领域内
的长袖善舞一定能为彼此带来
辉煌。

（李蓓 文/摄）

本刊讯 从去年开始，华西分两批组织71位
青年，到青海互助县台子乡哇麻村和丹麻镇补家
村开展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在两村建立了华西
青年青海社会实践基地，架起了两地携手共进的
友谊桥梁。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互助与华西两地
干部群众学习交流，华西专门邀请两村41名干部
和村民前来开展为期6天的实地培训。

培训期间，华西村以现场授课、实地观摩、视频
教学、经验传授、集中讨论等形式精心讲解培训，内容
涵盖了华西村农业、工业、科技、文化、旅游、精神文明
和乡村治理各方面，并安排参训学员参观中山陵、雨

花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让全体
参训学员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学习经验、增进友谊。

在5月8日下午的开班仪式上，华西村党委
书记吴协恩表示，万水千山总是情，青海华西一
家情。华西青年代表在互助县丹麻镇补家村、台
子乡哇麻村参加实践活动期间，既接受了劳动锻
炼，也切身体会了互助群众的热情、亲情和友
情。邀请华西青年在互助的“家人”来华西村参
观学习，希望能够充分感受到华西村的热情、亲
情和友情，更多了解华西、更多了解华西人，更多
了解华西发家致富的经验，增加两地友谊和合

作。青海海东市委常委、互助县委书记陶启业表
示，此次邀请哇麻村和补家村干部群众到华西村
参观学习，为我们参训干部群众提供了一次全面
深入认识华西、了解华西、学习华西的机会。他
还勉励全体参训学员要倍加珍惜学习机会，在参
观学习中感受华西村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丰厚的
文化，切身体会华西村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理念和
争创一流的精神风貌，深刻领悟华西人“志存高
远、永不言难”行事作风，开阔眼界、转变观念、感
恩奋进，依靠辛勤劳动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学军 开军 文/摄）

青海互助县村民到华西村接受实地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