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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 月 22 日，华西村民族

宫礼堂的主角依然是吴仁宝———如

同往常。

一直以来，“在民族宫听老书记

演讲”几乎是每个华西村游客必到

“景点”。然而，3月 22 日来此的人们

已经听不到每天一次的老书记演讲。

吴仁宝追悼会代替了曾经的经典“旅

游项目”。

漫长排队的吊唁人群，像极了吴

仁宝留给这个时代的悠长回声和深

远思索。

一个人改变了一个村落，一个华

西影响了一个国家，这便是 85岁吴

仁宝走过的人生路。

1928 年深秋，江苏吴家基（现江

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一户姓吴

的贫寒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婴。祖父为

其取名“仁宝”，意在“招财进宝，为富

要仁”———美好的期许在多年之后成

为现实。这个叫吴仁宝的孩子，不仅

为自家招财进宝，更实现了一个乡村

的共同富裕。

尽管自 1974 年后，吴仁宝就同

时担任江阴县领导或其它要职，尽

管吴仁宝已于十年前退休，但人们

永远记得他是华西村的老书记，他

是带领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的

“第一人”。

吴仁宝始终坚守的集体经济，被

视为一种信仰的执着。他凭借超然的

“政治经济学智慧”，自上世纪 60 年

代起带领华西村民一路走到今天。

吴仁宝告别了华西村，但华西村

永不会对他说再见。

（下转第十六版）

吴仁宝…王江民…一个时代的记忆

纪念日

微软公司是世界 PC (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机软件开发

的先导，由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

创始于 1975 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州

的雷德蒙市 (Redmond，邻近西雅

图)。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提

供商。微软公司现有雇员 6.4万人，

2005 年营业额 368 亿美元。 其主

要产品为 Windows 操作系统、In-

ternet Explorer 网页浏览器及 Mi-

crosoft Office 办公软件套件。1999

年推出了 MSN Messenger网络即时

信息客户程序，2001 年推出 Xbox

游戏机，参与游戏终端机市场竞争。

微软公司于 1992 年在中国北

京设立了首个代表处，此后，微软在

中国相继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开发

中心、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

软亚洲研究院等科研、产品开发与

技术支持服务机构。如今微软在华

的员工总数有 900 多人，形成以北

京为总部，在上海、广州设有分公司

的架构，微软中国成为微软公司在

美国总部以外功能最为完备的子公

司。 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独家编制的

2009 年度 (第六届 )《世界品牌 500

强》微软击败哈佛大学从去年的第

七名跃居第一，在《巴伦周刊》公布

的 排 在 世 界 品 牌 实 验 室 (World

Brand Lab) 编制的 2006年度世界品

牌 500强 2006年度全球 100家大公

司受尊重度排行榜中名列第二十

二。

该企业在 2008 年度《财富》全

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三

十五名。美国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

第 10位。百度搜索风云榜 今日 IT

品牌排行榜第十四名。

（4月 2日—4月 8日） 一周史记

1975年 4月 4日 4月 2日：

1792 年 4月 2 日，美国国会通过《铸币法案》，美国铸币局

成立，1美元被定义为含纯银 24.1克。

4月 3日：

1986 年 4月 3 日，IBM 发表其首部笔记型电脑 PC Con-

vertible。

1988年 4月 3日，全国人大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4月 4日：

1973年 4月 4日，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举行正式启用

的剪彩仪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

1975年 4月 4日，美国微软公司创立。

4月 5日：

1979年 4月 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国民

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 1979年起，用 3年时间对国

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4月 6日：

1998年 4月 6日，美国花旗公司与旅行者公司宣布合并。

4月 7日：

1902年 4月 7日，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成立。

1984年 4月 7日，中国建成第一个卫生城市———威海。

4月 8日：

2004年 4月 8日，中伊经贸科技联委会会议召开。

美国微软公司成立

江湖

世界最大消费电子零售商百思买公司日前宣布，其创始

人兼前董事长理查德 -舒尔茨将重返公司任名誉董事长。此

外，根据舒尔茨与百思买此前达成的一项协议，他还提名了两

位候选人加入董事会，包括该公司前 CEO布拉德 - 安德森以

及前首席运营官阿尔 -兰兹梅尔。舒尔茨 1966年创办了百思

买，并且是其最大股东。

百思买创始人重返公司

专注于无线通讯和数字多媒体解决方案的联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近日宣布任命 Mohit Bhushan 为美国企业营销副总

裁兼总经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Mohit将负责联发科技美国

市场的企业营销和业务开发活动。他将向联发科技首席营销

官 Johan Lodenius汇报工作。Mohit 最近担任过摩托罗拉移

动聚合产品部门副总裁，负责领导支持推出 Xoom 品牌平板

电脑。

联发科任命新的总经理

近日，新华基金发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张宗友

就任新华基金总经理。公告显示，张宗友历任内蒙古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太平洋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恒泰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今年 1月初，新华基金前任总经

理孙枝来离职。此后几个月，总经理一职由陈重代任。

新华基金新任总经理张宗友上任

博地能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Gregory H. Boyce日前被

任命为国际能源署下属 Coal Industry Advisory Board (煤炭工

业顾问委员会，简称 CIAB)会长。在此之前，Boyce自 2010 年

11月起便担任 CIAB副会长一职。CIAB 是由来自全球各地的

煤炭工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组成。该委

员会 1979年由国际能源署成立。国际能源署总部位于巴黎，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指导下自主运作。

博地能源董事长出任 CIAB会长

据报道，塞浦路斯最大银行塞浦路斯银行主席阿特米斯

已提交辞呈，理由是不同意央行对该行进行资本重组。阿特米

斯在辞呈中指出，塞浦路斯央行在没有通知董事会的情况下

就为塞浦路斯银行指定了一位重组管理官，而早在今年 1月，

央行就制定了对塞浦路斯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计划，但始终

瞒着董事会。

塞浦路斯银行主席辞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近日指控 Michael Steinberg 在戴尔

与英伟达发布季报前进行了内幕交易。Steinberg是 SAC 资本

顾问公司旗下附属公司一位基金经理。联邦部门目前正在对

亿万富翁 Steven Cohen经营的对冲基金进行内幕交易刑事调

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 Steinberg利用他所掌握的内部

信息帮助 Sigma Capital以及 SAC 所管理的基金获利 600多万

美元，并避免了损失。

SAC基金经理因内幕交易被逮捕

仁宝（1928.11.17—2013.3.18），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

书记。2013年 3月 18日，吴仁

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逝世，终

年 85岁。

【吴仁宝生前语：我一直没

有动摇信仰，如果说我动

摇了，也可能就没有今天

的华西。】

吴

王利博制图

矿长宁文卫，1990 年 6

月毕业于长沙有色金属专科

学校采矿专业，煤炭行业高级

职业经理人、采矿高级工程

师。历任技术员、生产科科长、

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08

年 11月任陕煤铜川矿业公司

金华山煤矿矿长至今。省国资

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陕煤

化集团“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铜川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局级劳动模范”、铜川矿业公

司“四优”共产党员。

建设美丽新矿区
———记陕煤铜川矿业公司金华山煤矿矿长宁文卫

宁文卫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创新管

理理念，用文化塑造了企业新形象，用高绩效的安全管理实践

诠释了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内涵。形成了独具金华山煤矿特

色的“四个一”精品文化品牌。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干部职

工的安全防范意识 ,使“我要安全、我能安全、我会安全”成为
干部职工的信念支撑和自觉行动。

宁文卫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大

搞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规范修订各类管理制度，大力实施“四

位一体”安全质量确认制，矿领导下井带班制、“三三整理”等

制度，增强了动态安全质量管理。构建起了区（队）“1+3+1”安
全自主管理模式。“1”是开好一个班前会，“3”是抓好“双述”安
全确认、干部走动式管理和小班质量验收三项核心制度的落

实，“1”是开好一个安全评估会。同时，精心构建党员监督岗网
络、班组长管理网络、群众安全监督、女工家属协管员、青年安

全监督岗、民兵安全哨兵等六个网络组织，形成党政工团齐抓

共管，群防群治的安全工作格局，实现全网保全矿的网络化安

全管理。矿井实现了连续安全生产 2400多天的优异成绩。
大力推行区队长示范区建设，矿井连续三年被陕煤化集

团命名为“安全质量标准化先进矿井”，连续两年被命名为“国

家级标准化煤矿”。 （何刚 袁培安 王恒）

mailto:liulingli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