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博丰陈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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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世界公园正在重新进行整
体规划，道路等配套设施将进一步进
行提升和完善。

华西旅行社陈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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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已通知幸福园负责人，及
时对景区的设施进行清扫整理，营造
良好的旅游环境。

华西焊管祁晓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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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世界公园的停车问题，村
委已经在进行规划，将根据景区的实
际情况，规划建设一个新的停车场，
以改善游客的停车难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华西铜管厂南面
由双桥路通往华陆路的连接线限高，
并设置了提醒。但不够醒目，所以经
常有大货车进入该路段后，又要倒车
回来，导致严重堵车。建议将提示标
识设置得更醒目一些，确保该路段通
行顺畅和交通安全。

——华西旅行社 陈桦

华西世界公园每到旅游旺季，有
游客反映里面的卫生环境太差。建
议在徒步上山的道路上和公园的周
边小道，多增加几个垃圾桶站，这样
游客就不会乱扔垃圾了，卫生环境也
能提高。

——华西焊管 奚露

建议老村后面、从双桥拐进入金
塔路旁的草地上，也安装一些健身器
材，方便一些老年村民的休闲与健
身。

——华西龙希 赵学菊

民族路与金塔东路交叉路口，是
上下班时段车流量较多的一个路口，
旁边又是幼儿园。由于民族路是主
路，有些车辆通过该路口时车速很
快，存在安全隐患。建议通过增设减
速标识，或者铺设彩色三维立体图案
等方式，提醒过往车辆的车主主动减
速，保障该处的行车安全。

——华西博物馆 朱冬宇

我为华西进一言

一 句 话 新 闻
▲6月1日，中央农广校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师资培训班（第二
期）在华西开班。

▲6月5日，江苏省大学生村
官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在华西
开班。

▲6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总后勤部副政委刘晓榕中将到
华西考察。

▲6月1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定点扶贫县基层党支部书记、
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在华西开班。

▲6 月 11 日，安徽省巢湖市
乡村产业振兴培训班在华西开
班。

▲6 月 11 日，江阴市委党校
举办的四川成都市新都区财政局
产业发展专题培训班学员到华西
参观学习。

▲6 月 12 日，江苏省江阴市
消防大队到华西开展“学训词、铸
忠诚、创新业、立新功”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

▲6 月 12 日，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妇联、女企业家协会到华
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6 月 14 日，陕西延安地区
宜川县政协委员到华西参观考
察。

▲6 月 14 日，吉林省镇赉县
政协主席张天君到华西考察。

▲6 月 14 日，湖南省益阳市
资阳区政协主席徐红军到华西考
察。

▲6 月 15 日，农商行无锡分
行、苏州分行到华西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

▲6 月 15 日，西藏自治区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美丽乡村建设
主题培训示范班在华西开班。

▲6 月 16 日，江阴市委党校
举办的湖北省随州市党外知识分
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暨民主党
派拟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到华西
参观学习。

▲6月18日，中组部、农业农
村部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
生村官示范培训班（第一期）乡村

发展与治理主题班在华西开班。
▲6 月 19 日，江阴市纪委书

记靳佳高到华西考察。
▲6 月 25 日，江阴市委党校

举办的攀枝花市仁和区同德镇、
务本乡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学员
到华西参观学习。

▲6 月 26 日，江阴市委党校
举办的陕西省旬阳县企业家及管
理技能人才培训班、山东省嘉祥
县第十一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到华西参观学习。

▲6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产
业发展司巡视员夏农到华西考
察。

▲6 月 27 日，江阴市委党校
举办的江西省分宜县年轻干部能
力提升培训班学员到华西参观学
习。

▲6 月 28 日，华士镇到华西
开展“不忘初心学华西 牢记使命
勇担当”活动。

华西新市村第十党支部共有
党员 50名，其中有预备党员 1名，
党员主要来自华西钢铁公司下属
的高线、炼钢、炼铁、烧结、制氧、
发电等生产一线单位，分为3个党
小组。

十支部为加强党支部的政治
建设，切实履行党支部书记抓党
建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团结支委、
党小组长等一班人，结合企业的
实际情况，不断改进党建工作方
法，发动全体党员力量，夯实基层
党建基础，创新了党建工作思
路。一是健全各项工作制度。通
过定期召开支委会，深入分析研
讨，完善了基层党建例会制度，基
层党建协调会制度。二是认真落
实各级组织精神。经常利用生产
的空余时间，积极开展对党报党
刊的学习，对每次学习的内容和
主题都是精挑细选，紧跟时代脉

搏，结合企业形势，做到学习党中
央文件的精髓不走样，跟党中央
保持一致，指导好基层实践。三
是创新学习载体。充分利用新媒
体，建立了支部学习群。在学习
群里，及时发布一些党的文件，分
享一些党建学习成果，探讨一些
学习心得，使党建的广度和深度
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精神，十支部大力开展

党员先锋号、党员模范岗等岗位
建功行动，利用主题党日活动，组
织全体党员瞻仰老书记原居和社
会主义富华西展览馆，重温华西
的奋斗之路、老一辈的创业初
心。通过理论的学习、各项活动
的开展，十支部的各位党员立足
本职岗位，切实稳妥地开展各项
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
党员宣传主阵地的作用，在各自
岗位上再立新功。 （戴华）

■党支部风采

加强基层组织 发挥堡垒作用
——记华西新市村党委第十支部

本刊讯 6月 11日，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布“全国关心
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名单。
江苏省有两家单位入选：一是周恩
来纪念馆，二是华西村改革开放富
裕之路教育基地。目前，华西的教

育基地总面积为 0.96平方公里，着
重包含吴仁宝老书记先进事迹展、
社会主义富华西展览馆、华西印
记（荣誉馆、党员馆）、华西新貌四
个部分。教育基地结合党史国
史，融入华西村史，重点宣传吴仁

宝老书记忠心为党、赤心为国、热
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对青少年开
展红色教育，激励他们积极投身
新时代文明实践，努力争当“三
有”新人。

（严佳志）

华西村入选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3版 2018年7月5日 星期四 Shiwen Zixun

责编：张学军

时闻
资讯

本刊讯 6 月 27—29
日，中央电视台《军旅人
生》栏目，再次到华西专访
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吴协
恩书记表示：“一生中能有
一段当兵的经历，生活便
多了一分充实的回忆，人

生更多了一份宝贵的荣
誉。我是一个兵，永远是
一个兵！”

据了解，吴协恩书记
的专题节目将于7月9日在
央视《军旅人生》栏目播
出。（学军 开军 文/摄）

央视《军旅人生》再访华西村

本刊讯 6 月 5 日，联
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
在江阴市委副书记袁秋
中的陪同下前来华西考
察。沙祖康副秘书长在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
的陪同下，参观了老书记
原居、龙希大楼和社会主
义富华西展览馆等地后

表示，华西的经济发展形
势蒸蒸日上，关键得益于
华西人有着创新的理念，
始终与中央精神保持高
度一致。协恩书记思维
超前，特别是对“一带一
路”的发展定位，比较精
准，令人佩服。

（佳志 开军 文/摄）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沙祖康考察华西

本刊讯 6月23日，公
安部督察审计局局长陈绪富
一行前来华西调研。

期间，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陪同陈绪富局长参观
了老书记原居和社会主义富
华西展览馆，并介绍了华西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吴
协恩书记表示，华西坚持做
到“三个创新”：创新理念，在
思想上促进安全；创新培训，
在管理上加强安全；创新方
式，在措施上保障安全。

（少春 开军 文/摄）

公安部督察审计局局长
陈绪富前来华西调研

本刊讯 6月20日，第
四轮“中美健康二轨对话”
的美方代表团，在中国卫
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孙
宇、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
恩等陪同下，在华西考察

访问。在参观了华西村容
村貌，感受华西风土人情
时，美方代表团成员称赞
道 ：“ 这 个 地 方 太 神 奇
了！”

（江华 开军 文/摄）

“中美健康二轨对话”代表赞誉华西

“这个地方太神奇了！”

本刊讯 6月12日，由中共江苏省
委宣传部作为指导单位，江苏省文化
发展基金会、扬子晚报联合主办的“祖
国，我亲爱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诗歌大赛全国著名
诗人华西村采风活动正式启动。江苏
省委原副书记顾浩，江苏省文化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李朝润等领导，黄东成、
王子潇、王志清、孙思、孤城、麦阁等著

名诗人出席启动仪式。
“好山好水好风光、有情有诗有远方、

见人见事见梦想。”吴协恩书记在欢迎致
辞中表示，当诗歌遇到华西，一定是一场
诗意的相逢。他认为，诗歌是情怀、诗歌
是哲理、诗歌是力量。当诗歌与家国联系
在一起的时候，诗歌就有了震撼人心的力
量。本次大赛的主题是“祖国，我亲爱的
祖国”。相信华西的山水，一定会激发大

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歌唱田园、歌唱农
民、歌唱新时代的优秀诗歌作品。

“华西村的发展变化，就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发展变化的
缩影。”顾浩老书记深情回忆：“华西
的一桥一路，一山一水，都让我一往
情深，我深深感到，华西这块土地、这
块圣地、这块宝地，充满着诗情画意，
它有画不完的隽美画图，有写不完的

隽美文字，有永远完结不了的诗行！”
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还围绕“华西

村，这70年”主题，与吴协恩书记和村民代
表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并到华西电商中
心、华西村博物馆、老书记原居纪念屋、社
会主义富华西展览馆和农户家中等地，进
行诗歌采风活动，以期创作出一批反映当
今时代、讴歌伟大祖国的诗歌佳作。

（于丹丹 张学军 文/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诗歌大赛启动

著名诗人齐聚华西共话“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