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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书记 说

7月5日，华西村召开七月份例

会。会上，吴协恩书记作了专题报

告，深入总结上半年，具体部署下半

年。会前，他还率领各企业厂长、经

理，用了3个小时，先后到精毛纺厂、

棉纺厂、焊管厂、镀锌车间、污水处

理厂、华新针织、化纤厂、霓虹灯厂、

铝业、法兰厂、轻钢房屋、制氧厂等

13家企业开展环保、安全、卫生大检

查，促使各企业在环保、安全和卫生

工作上常抓不懈、狠抓到位。

★总结上半年，我们的工作成果可以
概括为“三个三”：一是政治收获“三荣
誉”：我受邀到中南海为中央办公厅 1200
名党员干部讲课，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
组组长盛茂林调研华西后给予充分肯定，
中宣部组织的“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
大型主题采访团专程走进华西采访报道，
这些荣誉都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
底气。二是经济明确“三理念”：贯彻必须
抓落实、市场肯定比厂大、利他就是利自
己。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些理念的指引
下，1—6 月份集团公司再次实现“双增”：
可用资金比去年同期增，比任务数增，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扎实基础。三
是为民推进“三活动”：我们成功召开了纪
念老书记逝世六周年座谈会，顺利开展了
第二批36名青年赴青海锻炼实践，圆满举
办了“七一”颁奖盛典，表彰了75名来自一
线的优秀共产党员。所有这些，都让我们
进一步提振了精气神、看到了新希望。

★效益的增长、成绩的取得、事业的
进步，与“三长三观”（家长、厂长、村长，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是分不
开的、与“三轮驱动”（传统产业、服务业、
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实施是分不开的、与

“三项改革”（人事、制度、股份）的深入推
进是分不开的，与大家的共同努力更是分
不开的。

★进入下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按
照全年任务，完成得更好一点。到底怎样
做呢？我主要讲“三句话”：用数据说话、
凭本事吃饭、靠思想武装。

★数据最有说服力，拿出数据，胜过
千言万语。对于下半年，一定要像上半年
一样，一月抓一月、一月不放松一月，超额
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和超额完成任务，其
实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超额意味着“我要

做”，而不是“要我做”。
★就市场而言，市场越规范，企业发

展就越健康，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监管。但监管
最难的，是张弛有度，监管过度，就成了管
制，导致“一刀切”；监管不足，就成了摆
设，导致“走过场”。监管只有在两者间达
到最佳平衡，才会真正对市场和企业起到
促进作用。

★就加强环保而言，不是限制行业发
展，而是加强行业规范；不是压缩企业数
量，而是提升企业质量；不是强调产业转
移，而是促进产业升级。

★华西今后再没有“大锅饭”，只有凭
本事吃饭，对于村民来说是这样，对于企
业来说更是这样。一个人就算再没本事，
活60岁不成问题。但如果一个企业没本
事，可能活6天都难。特别是在中美贸易
战的形势下，企业必须要有真本领。

★什么叫危机感？如果你对未来没
有什么担心的话，你就要当心了，因为你
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如果你一直很担
心未来的话，你反而不需要太担心，因为这
说明你已经意识到潜在的问题了。希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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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科创板在上海正式开板，对
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
式的事件。科创板相比于主板，它有三个
特点：一是把核准制改成了注册制，取消
了交易规则中间的很多限制；二是对企业
的判断标准不再是简单的现实盈利，而是
让市场判断它未来是否有增长潜力；三是
把“宽进严出”作为一个标准，上市时可以
宽进，而一旦不满足上市标准，就要马上
退市。简单来说，政府要将科创板打造成
中国的“纳斯达克”。

★当今时代，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
不管企业规模多大，中国市场已经是全球
市场了，就算你不走出国门，你的竞争者
仍然来自全世界。希望在座的厂长、经
理，一定要有世界眼光，不能鼠目寸光，既
要打破国界去想问题，也要融入世界去看
潮流，更要结合实际去干事情。

★这是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时
代，一把手脑子里一定要有新东西，如果
一把手脑子里的东西少了，下面人肯定更
少。只有一把手脑子里的东西多了，下面
人才会多。换句话说，一把手思想的高
度，决定了企业发展的高度。

★人和人思维上的差异确实非常大，
像有些人看到的，可能是你连想都没有想
到的。如果你连想都没想到，怎么可能做
得到？”凡事只有想明白了，才能做明白，
关键思想理念要转变，埋怨是解决不了问
题的，只有按照上级的要求，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才能解决问题。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重点是
你要敢想敢干。智慧论坛也好，村民大会
也好，我鼓励大家提意见，目的就是要让
大家敢想。现在提意见的氛围已经形成
了，就看在座的干部有没有胸怀去听意
见？

★下面人敢讲真话，这是一种好风
气，上面人不要怕听刺耳的话，要多做学
生。不能认为下面人站位低、认知浅、视
野窄，他们的意见听不听无关紧要。你只
有把自己放低点，别人才会把你看高点。

★意见既要听得进去，也要传得上
来，更要用得起来，不能听归听、做归做，
听时满脸真诚、听后若无其事。希望大家
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把它作为想问题、

办事情、做决策的重要参考；作为纠正工
作偏差、减少工作失误的重要依靠；作为
检验民主作风、胸襟气度的重要标尺。

★今天我再次重申，党员干部一定要
廉洁自律，不该拿的坚决不要拿、不该做
的坚决不要做、不该去的坚决不要去。廉
政建设，华西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如果松
一松，害得不是哪一个干部，而是害了一
批人，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人总是
看你上面的。因此，在座的厂长、经理，以
及大华西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也要教育
好、带动好本单位的同志。

★一个人廉不廉洁，只要看他忠不忠
诚。人为什么要忠诚？一个人没有忠诚，
能力再强也一文不值。一个人只有忠诚，
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才能担当集体的重
任，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

★什么叫忠诚？用毛主席的话说，叫
“又红又专”。面对风浪决不动摇、面对诱
惑决不背叛、面对利益决不变心。

★怎样忠诚？忠，要忠于组织、忠于
集体、忠于事业；诚，要对上真诚、对下真
诚、对己真诚。忠诚一定要纯粹、忠诚一
定要绝对、忠诚一定要始终。希望大家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忠
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

★赚钱不易，花钱更难。过富裕的生
活谁都会，过有质量的生活那就不一定
了。过生活是这样，做企业也是这样。希
望在座的厂长、经理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
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
面对大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打有准
备的仗、干有计划的事、做有担当的人，脚
踏实地、稳中求进、奋力拼搏，超额完成全
年的目标任务！

用数据说话 凭本事吃饭 靠思想武装

——吴协恩书记在例会上的讲话摘要

唐健

建议：村里
可否组织一些垃
圾分类的知识讲
座或者刊发一些
垃圾分类的知识
传单分发到村民
家里。

村委回复：
已多次通过联户

学习，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将进一步扩
大范围。

程克刚

建议：建议
村里完善旅游标
志标识，提示大
巴车直接从天下
农民小区南门进
村。

村委回复：
将与交管、路政
部门沟通，增设
交通提示标识。

王亚军

建议：村里
每年派往艰苦地
区锻炼的年轻
人，年龄层能不
能再扩大点，安
排村里的在校大
学生甚至中学生
去锻炼？

村委回复：
根据实际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安排。

建议：建议
三农公寓安装路
灯。

村委回复：
目前正在进行基
础改造，完成后
统一安装。

宋琴

顾鲲侠

建议：建议
华西村景区特别
像大楼这样的标
志性景区，对职
工提供优惠。

村委回复：
考虑到管理上的
复杂性，目前还
没有完全放开优
惠。

卞春芳

建议：很多
村民（七村、八
村、九村、十村的
村民）早晚在华
西丰产方观光、
散步、锻炼，建议
村里在此路段安
装路灯。

村委回复：
该路段不是居住区，人流量也小，暂时
没有纳入安装计划。

周黎斌

建议：村民
反映幸福大桥西
堍到化纤厂门口
的一段路没有路
灯，村里能否安
装？

村委回复：
已经纳入安装计
划。

建议：村里
可否选择适当位
置增设汽车智能
充电桩？

村委回复：
正在与上级供电
部门协调。

马维全

藏区藏人藏精神、见人见事见责任。
7月 7—12日，华西的 28位骨干人员，在

吴协恩书记的亲自安排下，不远数千里到西
藏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活动。

华西骨干们围绕“为什么去”“去做什
么”“回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重点考察了
华西在西藏曲水县鸡公村投资的利泰矿
区。早在 2015年 7月，吴协恩书记率队前往
考察时，就把利泰矿区确定为华西干部教
育基地。看到矿区全体员工在如此艰苦的
环境之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饱满的
热情和充足的干劲，大家非常感动，一致认
为：高原虽苦，但他们苦得有意义、苦得有
成效、苦得有价值。苦不苦，比比西藏的干

部；累不累，想想华西老一辈。通过对比西
藏干部，大家明确了做一名合格的华西干
部，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打得
开局面，就是要负得起职责、挑得起担子、
担得了风险。

在西藏期间，华西骨干们参观了大昭
寺、八角街、罗布林卡、布达拉宫、西藏博物
馆等地，进一步了解了独树一帜的藏传文
化，加深了对西藏历史和发展的认识。与此
同时，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大家每晚都要
集中开会，交流学习体会。大家认识到，建
设西藏不是用一年、两年时间，也不是靠一
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前赴
后继的努力。华西打造“两个一百年”也是

这样。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关键要有信
仰，一个人有了信仰，在困难面前就不会退
缩。西藏干部就是凭着“三有四不怕”精神：
有苦不怕苦、有苦不言苦、有苦不叫苦，不怕
掉肉、不怕脱皮、不怕流汗、不怕牺牲，干出
了不简单的业绩。正如书记所说：“什么是
信仰？到了西藏，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信仰的
力量！”

7月 19日，华西举办第十九期智慧论坛，
马维全、宋琴、周黎斌、王亚军、卞春芳、程克
刚、顾鲲侠、唐健这 8位赴西藏锻炼的干部代
表，围绕“缺氧不缺信仰——藏区·藏人·藏精
神”的主题，分别畅谈了个人的感受和体会。

（少春 吴磊 开军 文/摄）

高原不惧高反 缺氧不缺信仰
——华西组织第五批骨干人员赴西藏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