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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风采

华西新市村第三党支部由
华西海工、海运、节能装备和科
协联合组成。目前，共有 13名
党员，1名预备党员（1名入党积
极分子）。三支部作为联合支
部，依托华西村塔群 9号塔党员
活动室为阵地，以党建工作规范
化、学习工作日常化、青年培养
责任化为重点，打造联合支部特
色党建。

在党建工作规范化上，三支
部通过建立党建工作责任制度，
固定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等活
动，把党的组织规范牢牢树立在
每个党员心中。虽然党员分散
在各个不同的单位，但每次支部
活动他们都保质保量参加。每
年年底，通过党员民主评议，大
家畅所欲言，互评互议，有效沟
通，共同提升。

在学习工作日常化上，一方
面督促支部成员积极通过学习
强国APP了解时政，提升自身
理论水平，一方面以科协旗下天
本众创空间为学习场所与平台，
成立天本研习社，就科技交流、
科普学习、商学知识培训、职称

培训等内容组织活动 50余场，
参加人员 1000余人次，培训人
员 400 人次，通过引进交大
MBA班、混沌大学、创业大学等
合作伙伴，学习内容及档次也在
不断提升，在周边的影响力也越
来越大，学习氛围日益浓厚。今
年，华西科协还被评为江阴市十
佳科协，天本众创空间被评为省
级众创空间。

在青年培养责任化上，理想
与理论一定要通过实践才能得
以转化与实现。将党建结合经
济建设，让党建能更见实效一直
是我们三支部在不断践行的。
三支部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平均

年龄 35 岁，在华西百年梦想的
指引下，每位党员通过多年来的
教育和培养，也都成为了各个岗
位的骨干乃至负责人，人人身上
有责任，千斤担子大家挑。

支部书记龙晋认为，作为一
名华西的党员，一定要用更高标
准要求自己，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树立新观念，适应新时代，不
急功近利，不做表面文章，把全
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
解放思想，弘扬创新，正确看待
已取得的成绩，奋发有为，敢于
担当；坚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赵一波）

不忘初心 奋勇向前
——记华西新市村第三党支部

本刊讯 5月 21日，湖
北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在
江阴市市长蔡叶明的陪同
下，到华西村考察。董卫民
书记在参观了社会主义富

华西展览馆等地后，对华西
始终坚持特色道路、实现共
同富裕的成果，给予了充分
肯定。

（江华 开军 文/摄）

湖北黄石市委书记
董卫民到华西考察

华西钢铁汪正奎：很多住
公寓楼的职工在楼梯口私拉电
线、安装插座，用于电瓶车充
电，不仅影响美观，更容易引发
火灾。建议村里能在公寓楼外
安装集中充电装置（可以支付
宝或者微信支付充电那种），并
禁止私拉电线充电，切实消除
安全隐患。

村委：一直在联系正规单
位来做充电装置项目，目前还
没有谈好。安全至关重要，希
望每位村民职工都能绷紧安全
这根弦，增强安全用电意识。

华西龙希何明良：天润发
玛特超市斜对面如海超市旁十
字路口，以及三农公寓A栋北
头转弯处经常有黑车停在那
里，早晚高峰经常会发生碰撞
事故，请有关部门加强管理。

村委：早晚交通高峰时，村
委已安排人员在双桥路段指挥
交通，还是有少数人随意停车
和行驶。希望大家能服从指
挥，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车辆。

华西龙希谭桂英：天润发
超市停车场的进出口有三个，
停车位也很多。但靠近菜场的
出口经常出现拥挤，建议扩大
进出口，改善交通拥挤情况，营
造安全美好的交通环境。

村委：经过前一段时间的
整治，该路段的交通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相对还算畅通。请
大家按照划定的停车位，有序
停放车辆。

本刊讯 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华西作为
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推动
者，为了让江阴市的各位
老领导进一步感受华西驻
外企业的新思路、新产业、
新后劲，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在 3月 16日陪同江
阴市委原书记成强、翟怀
新等 30 多位老领导，先后
考察了华西在无锡投资建
设的欧莱美公司、华茂计

算机公司和华邑酒店等企
业。每到一处、所见所闻，
都让各位老领导发出了由
衷的肯定和赞许。

考察中，吴协恩书记介
绍了华西在积极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所取得的良好形
势。他表示，各位老领导越
是关心华西，我们就越要争
气，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向
你们汇报。

（江华 开军 文/摄）

江阴市老领导盛赞华西产业转型新发展

很多游客在世界公园内游玩
时，为了节省体力和时间，自行穿
过树林走捷径下山，单靠行人踩
出来的小路不仅难走，更是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建议公园管理
方在这些地方加设禁行警示标
识，既可起到警示的作用，又能规
避安全风险。

——华西博丰 陈燕

幸福园鼓楼栏杆、天下第一
鼓鼓身鼓面灰尘很多，严重影响
了华西形象，游客意见很大，建议
安排专人定期搞好清洁卫生。

——华西旅行社 陈桦

世界公园的玻璃桥成了网红
景点，每到节假日都有很多人来

“打卡”，但是停车成了一大问
题。相信玻璃桥一直会长期火爆
下去，所以希望规划出一个大的
停车场，游客就近住宿、用餐也需
要考虑下。

——华西焊管 祁晓峰

我为华西
进一言

▲5月6日，2019年河
南信阳市优秀村级后备干部
示范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5月7日，江苏中烟
公司总部党务干部培训班在
华西开班。

▲5月9日，四川省内
江市资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明率团到华西考察。

▲5月11日，江苏省委
农工办原主任孙国贵到华西
考察。

▲5月12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纪
委书记、副院长贾朝宁到华
西考察。

▲5月13日，江西省上
犹县委副书记、县长余业伟
率团到华西考察。

▲5月13日，江阴市委
党校举办的2019年佛山市高
明区“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
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学习。

▲5月14日，江苏省新
沂市政协副主席赵素梅到华
西考察。

▲5月14日，陕西省丹
凤县政协主席周建政率团到
华西考察。

▲5月14日，山西省阳
城县河北镇“改革创新奋发
有为”镇村干部培训班在华
西开班。

▲5月15日，广东省湛
江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赵志辉到华西考察。

▲5月16日，中国科技
开发院经济学家强宏到华西
考察。

▲5月17日，湖南华菱
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肖
尊湖到华西考察。

▲5月17日，四川广安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丁湘到
华西考察。

▲5月18日，江南大学
理学院党委党委书记王珏、
院长陈国庆带队到华西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5月19日，江阴市委
党校举办的天津市滨海新区
北塘街道2019年基层党组
织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

观学习。
▲5月20日，江阴市委

党校举办的2019年第二期
广安市乡镇党委书记“乡村
振兴战略”专题培训班学员
到华西参观学习。

▲5月20日，江苏中烟
公司总部党务干部培训班
（第二期）在华西开班。

▲5月21日，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宣传司司
长于军到华西考察。

▲5月21日，山西晋中
市昔阳县县长侯文亮到华西
考察。

▲5月23日，上海市嘉
定区菊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周迎妍到华西考察。

▲5月23日，山西省阳
城县河北镇“改革创新奋发
有为”镇村干部培训班（第二
期）在华西开班。

▲5月25日，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张月清到华西
考察。

▲5月26日，浦发银行
江阴支行到华西开展党员活
动。

▲5月27日，无锡军分
区司令员王作才到华西考察

“双拥”工作。
▲5月28日，中央农广

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培
训班（第一期）、云南农村干
部学院2019年农村基层执
政骨干脱贫攻坚专题研修班
在华西开班。

▲5月29日，农信机构
健全公司治理与防控金融风
险高级研修班在华西开班。

▲5月29日，江阴市委
党校举办的山东省利津县科
级干部暨高学历层次人才培
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学习。

▲5月29日，北京林业
大学党委书记王洪元、江苏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力群率
中央党校第二期理论研修班
学员到华西考察。

▲5月31日，江阴市工
信局到华西召开“走进华西
服务发展”现场办公会。

本刊讯 5月 23—24日，来自上
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江
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大学
等长三角高校的教授和专家汇聚华
西，出席“何建明创作基地落成两周年
暨长三角高校何建明学术研讨会”，研
讨著名作家何建明的文学现象，促进
文学为长三角全面发展服务。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从事文学
创作 40余年，创作了《国家行动》《生
命第一》等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和影视作品，形成了自成体系文化的
“何建明文学创作现象”。2017 年 5
月，何建明工作室在华西村成立，他在
此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中国乡村生活的
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吴协
恩书记表示，有何建明副主席这样一
位文学界的前辈为华西坐镇，华西的
文化建设一定会攀上新高峰、步入新
境界、呈现新气象。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们畅所欲
言，探讨文学如何记录中国城市化进

程，以及如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国家战略。何建明副主席表示，当前长
三角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学界也
应当跟上时代步伐，书写时代精神，作
为华西村荣誉村民，自己将努力把江阴
和华西村建设成为长三角文学高地。

5月 23日晚，还举办了一场特别
的“一道读书会”，何建明副主席携最
新力作《大桥》走进华西，与中国交建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的副总经理
罗冬，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樊建华等

一起，分别从不同侧面回顾了港珠澳
大桥自2009年开工建设以来，中国桥
梁建设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卓绝的奋
斗历程，让华西的 240多名青年充分
领略了这一世纪工程振奋人心的力
量，以及大桥建设者们的勇气与信
心。吴协恩书记勉励华西青年，在推
动华西发展的进程中，要始终弘扬好
激励人心的“大桥精神”和走向世界的

“中国精神”。
（佳志 开军 文/摄）

整合文化资源 书写时代精神

长三角高校何建明学术研讨会在华西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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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为响应开展
“弘扬华西好家风，建设文
明好家庭”活动的号召，同
时让爸爸体会到自己在亲
子关系的不可或缺性。在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华

西村团委举办了“Daddy
Baby向前冲”亲子运动会，
通过各种趣味游戏活动，
增强爸爸同孩子之间的情
感交流。

（珉斐 于蓝 文/摄）

华西村团委举办亲子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