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正怡

建议：建议
村里研发一个自
己的手机 APP，
里面分会议精
神、美食、旅游、
招工等各个板
块，以便信息及
时共享。

宣传科回复：
正在与相关单位洽谈，准备工作正在推
进中。

钟红科

建议：建议
村里安排刚来华
西工作的青年人
参加书记的培训
会议。

集团办公室
回复：适当时候
将组织新员工参
加各地基层干部

培训班，一起听书记讲课。

徐倩霞

建议：建议
给村内的住宅区
配套更加完善物
业管理，以便给
华西人提供一个
更舒适的居住环
境。

村委回复：
物 业 管 理 已 经

开始在做，正在按照村民要求逐步完
善。

唐晓明

建议：建议
村里能完善一下
华明别墅区的夜
间照明。

村委回复：
村委将与变电所
商量，进行施工
改进。

青 年 之 声

建议：建议
村里在旅游上开
发营地和房车租
赁业务，吸引更
多人来华西享受
自然风光。

村委回复：
出于安全等方面
的考虑，暂不开

发此类业务，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再予以
考虑。

庞莎娜

本刊讯 6月 21日晚，第十八期
华西青年智慧论坛如期举办，5名华
西青年代表以“赚钱不易，花钱更难”
为主题，分别讲述了他们的个人体会
和认识。

本次论坛上，江阴融媒体中心节目
主持人、江阴播音主持朗诵学会副会长
蒙博获邀参加并作主旨演讲，着重以

“水、云、光、山”这四个字为重点，既立
足自身，也结合华西，由浅入深地讲述
了“赚钱”与“创业”的关系，逐层递进的
畅谈了“花钱”与“消费”的道理。庞莎
娜、唐晓明、徐倩霞、钟红科、周正怡等5
名华西青年代表，畅谈了自己对于“赚
钱不易，花钱更难”的理解和感悟。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周怡，哈佛大
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
社社长裴宜理，党的十九大代表、华

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分别向各位青
年深情寄语。周怡教授说：“大家的
演讲非常生动、非常活跃，也非常接
地气，都是讲了自己生动的、真实的
故事。同时，也看到华西村的青年人
把自己个体的生活和企业集体的生
活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把
榜样力量下面的感恩之情联系到了
一起，非常有意义！”裴宜理教授说：

“这次来华西，印象非常吃惊，上午看
了老书记旧居、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展览馆，现在参加了智慧论坛，感受
非常深，我是个学者，既不会赚钱，也
不会花钱。这次华西的论坛主题很
好，给我很大的启发。”

吴协恩书记认为，这期智慧论坛
改了形式和方法，参加演讲的青年都
讲得很好，既讲到了小家，也讲到了
大家，把自己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把

对“赚钱不易，花钱更难”的理解都讲
出来了，把价值观也讲出来了。我们
不要光低头看钱，还要抬头看路。第
一个是家长，当一个家长，就会知道
赚钱不易。第二个是厂长，就是经营
者，也知道赚钱不易。实际上，老一
辈创业者更不易，他们从无到有。就
像小平同志所讲，是摸着石头过河，
走自己的路。我们今后赚钱的出路，
不能再用老办法，一定要靠科技、靠
人才、靠智慧。第三个是村长，我们
在村里，是基层。要看到老百姓的所
需所求，既是一个企业集团，也是一
个村，快也不行，慢也不行，必须稳中
求进，考虑到方方面面。至于花钱，我
们更要让老百姓来参与，为大家办事，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总之，赚钱
不易，花钱更难，我们要正确的树立

“三观”！ （严佳志 赵开军 文/摄）

赚钱不易 花钱更难

华西举办第十八期青年智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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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聚焦

书记 说

6月5日晚，华西村召开了6
月份例会。会上，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协恩，作了题为《化荣誉
为动力，把经济搞上去》的报
告。相关公司和企业负责人作
了交流发言。会议号召全村上
下，化荣誉为动力，把内部建设
好，把经济搞上去。

★今年以来，华西的各方面发展都很
好。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实现了政
治、经济“双丰收”。1—5 月份，集团公司
完成可用资金比去年同期增，比任务数
增。在当前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能取得
如此成绩，是很不容易的，靠了大家共同
的努力！

★这些年学老书记的过程中，每当遇
到一些紧要关头，我常常会想如果老书记
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会怎么处理。我一再
重温老书记的讲话，也总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面对当今形势，老书记讲过的两
句话：“厂大还是市场大，当家要知柴米
价”，就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第一句话，是老书记 2006 年 5 月 7
日在88名骨干人员会议上提出的“厂大还
是市场大？市场肯定比厂大，关键看你本
事大不大。”在这个时候重温这句话，就是
要求厂长、经理集中精力抓市场，经营者
本事大，你的市场就大；经营者能力小，你
的市场就小。

★老书记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不管
外部环境怎么样，重要的是内部建设好，
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世上从来
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要指望别人雪中送
炭，更不要幻想靠天吃饭，只有事在人为，
凭本事吃饭！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两个大国在
贸易领域的争端，背后其实是两个大国在
文化观念、处世之道，以及意识形态等方
面的较量。

★不管贸易战怎样打、在哪里打、打
成什么结果，世界在变，市场也在变，我们
做企业不能一成不变。要跟上市场，各公
司、各企业首先就要剖析自己，明确企业
的竞争力在哪里？优势有哪些？一要发
挥硬件优势，用质量赢得市场、用技术开
拓市场、用资源占据市场；二要提升软件
优势，用品牌吸引客户、用利他做好服务、
用管理强化内部。

★虽然现在的商业模式瞬息万变，但
商业规律从没改变，客户永远需要更好的

产品、更高的质量、更优的服务。这些方
面，华西的冶金和化纤作出了很好的表
率，达到了“三个过硬”：产品过硬、质量过
硬、口碑过硬。

★华为这个企业，确实令人敬佩。比
起中兴，华为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因
为难走，所以走的人少，它筑牢了自己的

“护城河”，别人攻不进来。这也启发我
们：一个人多做点事情、做难一点的事情，
哪怕辛苦点，都没关系，没事做才最辛苦；
一个人如果总是感到很舒服，这就危险
了，说明你缺乏危机感。任正非为什么能
成功？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除了危
机，还是危机。危机意识，会倒逼企业不
断进步。

★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是挑战，
也是机遇，有人哭，也有人笑，我们要趋利
避害，做笑的人。

★稀土是一种可以与石油相提并论
的战略资源。1992 年小平南巡时就曾说
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像我们在
西藏投资的利泰矿业，迎来了新的机遇
期，矿区拥有丰富的铼资源，这是我们的
资源优势，也是我们的市场“话语权”。

★企业什么最值钱？人才和品牌。
投资自己的大脑，叫成为人才；投资别人
的大脑，叫打造品牌。我曾经说过：“我认
定一个行业，但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哪
怕这个行业再能赚钱，我也不会去做。”因
为一个一流的人才，不仅可以带来一个行
业，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市场，这就是人才
优势。

★一个一流的人才，他的格局与普通
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相比于“待遇”，人才
更看重“机遇”；相比于“就业”，人才更需
要“事业”；相比于“今天”，人才更在乎“明
天”。

★希望在座的厂长、经理要多用年轻
人，我说的年轻人，不是单指华西的年轻
人，而是不分内外的年轻人。做企业要公
平公正、一视同仁，不要计较他是本村的，
还是外来的，他们都在为华西创造财富，

这才是重要的。
★用好年轻人，重在让他们从“需求”

转变到“追求”；从“被动”转变到“主动”；
从“担任”转变到“胜任”。这三条，对于年
轻人是这样，对于在座干部也是这样。

★从品牌来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打造一个品牌需要
长年累月，但摧毁一个品牌只要一夜之
间。

★一个品牌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就要
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客户心者得市场。怎样赢得客户心，关
键要有利他心。

★华西的各公司、各企业，对风险一
定要有预见、对形势一定要有预判、对危
机一定要有预案。老书记曾指出：“找市
长”不如“找市场”。市场一定比企业大，
没有哪个企业能“独吃饭”的，只要各企业
把优势用足、把劣势补足，总能在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句话，是老书记2011年1月23
日在百人骨干会议上提出的“当当家方知
柴米价，当不当家相互谅解。”我们常讲：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谓“当
家”，简单来说就是处理好这七件事。

★老书记这句充满辩证哲理的话，也
告诉我们该如何当好一把手，以及怎样处
理好上下级关系。把一个单位比作一个
家，一把手就是当家人。村有村的当家
人，企业有企业的当家人，今天到会的同
志都是大大小小的当家人。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一把手要当好
家，必须增强驾驭能力。什么是驾驭能
力？它包含三种力：决断力、领导力、执行
力。

★决胜未来的人总是属于那些敢于
担当、善于担当的先行者。一件事情如果
符合应该做和现在必须做的条件，就要果
断下决心，并付诸行动。过了这个月，2019
上半年就过去了，各公司、各企业当前的

工作重点，就是挑好“千斤担”、迎接“双过
半”。

★一把手也要懂得鼓励团队，要让下
面人觉得他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一旦
他觉得有意义，他的生产力会提高数倍。
希望大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让“想
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
成事的人有地位”。

★权力不等于领导力。领导力不仅
是技能，更是品格；不仅要知识，更要智
慧；不仅是带头，更是榜样，就像老书记过
去常说的：“干部要见到荣誉就让，见到困
难就上！”我为什么要求多表彰一线员工、
基层员工？就是这个道理。

★上月底，中央召开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牢牢
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
总要求。对照这十二个字，华西的党员干
部要守牢为民初心、担当发展使命、查找
自身差距、抓好责任落实。

★执行不到位，一切都白费。你只有
拿出结果，说话才能硬气，做事才有底
气。有些事情确实很难，但不是因为某件
事很难，你才不想做，而是因为你不想做，
才让这件事变得很难。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希望大家不要
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在你当一把手之前，
自己的成长就是成功；在你当一把手之
后，帮助他人成长，才是成功。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我们
务必保持清晰的政治认识、清醒的发展头
脑、清楚的工作思路，大家要一如既往地
抓牢“五个一”：抓发展一马当先，抓改革
一丝不苟，抓管理一抓到底，抓人才一以
贯之，抓效益一着不让。化荣誉为动力，
把内部建设好，把经济搞上去。不管形势
如何，我们事在人为；不管外界怎样，我们
团结奋进！

化荣誉为动力 把经济搞上去

——吴协恩书记在经济分析例会上的讲话摘要

各 公 司 动 态

各单位积极贯彻村党委会议精神

本刊讯 6 月 10 日，
华西新市村党委第九党
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子
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社会
主义富华西展览馆等地。

活动中，认真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条例》，进行了远
程教育。第九党支部书
记孙忠表示，《条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
章为根本遵循，总结吸收
实践创新成果，对党员教
育管理的内容、方式、程
序等作出规范，是新时代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基
本遵循。使命呼唤担当，
担当成就未来。总书记
的谆谆教诲、殷切期待，
为广大党员干部勇担使
命、奋发有为注入强大动
力。

（杨程 文/摄）

本刊讯 今年6月，是
全国第18个、江阴市第26
个“安全生产月”。6月 22
日下午，华西新市村安委
会召集集团公司下属 40
余家工贸企业召开了安
全生产工作例会。

会议通报了今年上半
年华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1－6月份，华西在
前阶段开展的“戴安全帽
大行动”“转动机械大整
治”“员工大培训”三大行
动的基础上，又开展了“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未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村委
会副主任、安全负责人瞿
全兴要求各企业紧紧围绕
吴协恩书记关于安全方面
的指示精神，牢固树立隐
患就是事故的危机意识，
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全力
做好双控预防机制建设，
从而减少事故隐患，严控
重大风险，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平
安环境。（张宏生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