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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改革之风 跻身世界一流应用科技大学
专访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乘着改革的风，黄河科技学院一路走来，从教育部承认学历的第一所民办高等专科学校、全国第一所民办本科院校到全国首批
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单位。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站在偌大的校园里，心里装着一个更大的梦：到黄河科技学院建校60周年时，跻身世界
一流的应用科技大学。

2018 年 6月，一份榜单
在朋友圈热传：在全国应用型
大学排行榜中，黄河科技学院
蝉联全国应用型大学排行榜
民办高校第一名。

提及这一来之不易的荣
誉，胡大白董事长告诉记者，
能有如此成就，秘笈就是以党
建为核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办大学发展之路。

在这里，有一个广为流传
的“十年找党”的故事：上世纪
80年代，办学初期，胡大白一
次又一次、一级又一级地寻找
各种机会。1989年12月，学
校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开始了
党的组织活动；1994年6月，
学校建立党总支，标志着学校
正式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比
2000年 6月，中共中央组织
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下发
的《关于加强社会力量举办学
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有
关“及时在社会力量举办学校
建立党的组织，理顺党组织的
隶属关系”的规定，整整提前
了6年。1997年5月，学校又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了党

委，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党委
的民办高校。

胡大白董事长说，办学以
来，学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立了

“以党建为核心，全面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的思政教育模
式：积极打造职业化、专业化
辅导员工作队伍，学生一入学
就被纳入“入学教育—日常管
理—创业就业”三位一体的思
政教育服务体系，形成了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政教
育工作合力，有力促进了学生
的成长成才。

为此，学校涌现出“全国
优秀共青团员”“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标兵”“河南最美大
学生”“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
业标兵”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优
秀大学生村官”等一大批优秀
毕业生。学校也荣获“全国五
四红旗团委”“河南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河南省文明单位”

“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
进单位”等荣誉。

胡大白董事长回忆说，黄河
科技学院34年的发展，跨越中国
教育改革的重要节点，是一部敢
为天下先的创新创业史；是一部
中国民办大学发展风雨兼程、漫
漫求索的发展探索史；也是一部
黄科院人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
为河南经济发展不懈努力的奋斗
史。

1984年，在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仅为2.37%的时代，郑州自学
考试辅导班应运而生。

1994年，学校成为国家教委
批准的第一所民办普通专科高
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2000年，学校成为教育部批
准的全国第一所民办普通本科高
校。

2004年，学校取得学士学位
授予权。

2008年，学校以“良好”等级
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工作水平评估。

2013年，学校被教育部批准
为全国首批“应用科技大学改革
试点战略研究单位”，成为河南省
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高校。

2014年，学校教改成果“民

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与实践”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
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2015年，学校“黄河众创空
间”被科技部认定为全国首批众
创空间，学校获批“河南省大学生
创业示范基地”“河南省首批示范
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

2016年，学校大学科技园和
黄河众创空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学校荣获教育部
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示范高校”。

2017年，学校荣登“2012～
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
结果（本科）TOP300”“河南省高
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专项行
动十强高校”，位居武书连2017
中国民办大学自然科学排行榜第
一名。

2017年 11月，胡大白作为
中国民办教育界唯一，入选中国
90位当代教育名家。

2018年 4月，第八届“世界
大学女校长论坛”，胡大白荣膺

“大学女校长终身荣誉奖”。

诸多荣誉纷至沓来，正是对
胡大白引领黄河科技学院一路

“敢为天下先”的最好褒奖。
如今，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

浪潮袭来，带着母校的双创精神，
黄河科技学院学生们站上风口浪
尖，秉承“敢为天下先”的信念，成
为一代代弄潮儿。

敢为天下先，抢占制高点。
黄河科技学院形成了“创客工
厂-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创新创业孵化全链条，搭
建了公共综合服务、专业技术支
撑、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创业教
育、生活保障等五大服务平台，集
聚了“中原证券”、“点亮资本”、

“河南省投资集团”等一批金融资
源，为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
供工商、税务、融资、知识产权等

“一站式”服务。
在先天拥有“双创”基因的黄

河科技学院里，“一秒快速折叠电
动车”“智能开门机”“桌面3D打
印机”“VR”技术应用等学生创
客作品在这里诞生；大批学生创
业成功，在校生有674人参与创
业，累计获得各类创业扶持奖补
资金达3000余万元。

发展之路，成“民办高校的标杆” 敢为人先，抢占民办教育发展制高点名校 双创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0%的受访家
长曾为孩子评奖在网上拉过票。对于孩子评奖使用
网络投票的情况，63.9%的受访者直言孩子评奖变家
长比人脉，57.6%的受访者指出孩子本身的技能本领
被忽视了。（6月7日《中国青年报》）

今日评论 关键词 捆绑式年检

“捆绑式年检”应该“松绑”了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到车管所办理年检，车辆如有
违法记录，须先接受处理才能通过
年检。多少年来，不少车主们都认
为是理所当然，然而平顶山车主郑
先生因未处理交通违法被拒年检
后，认为这种“捆绑”方式违法，遂将
具有审核并发放机动车检验合格
标志法定职责的平顶山市交警支
队告上法庭。6月6日，郑先生拿到
了法院邮寄给他的判决书，法院一
审判他胜诉。

想审车年检先处理违章，这样
的“捆绑”方式早已令人见怪不怪。
但是，存在未必意味着合理，更不
意味着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
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
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
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
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
合格标志。这是郑先生提起诉讼
的原因，也是法院一审判决的法律
依据。

交警部门坚持“捆绑式年检”
的依据是，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
定》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所有
人向车管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之
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
毕。两个法规“打架”，应该适用哪
个？实际上，这根本不是问题——

根据《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
律，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文件
属于部门规章。显而易见，《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机
动车登记规定》，理应优先适用。

2008年，湖北省高院曾向最高
法发出《关于公安交警部门能否以
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为由不予核
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问题的请
示》，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引用了《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称“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应当依
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也就是说，
对于机动车年检，最高法的态度是
明确而坚定的：不应附加其他条
件。实际上，这正是此类诉讼大多
以交警部门败诉而告终的关键所
在。

那么，交警部门为何顶着舆论
和法律的压力坚持“捆绑式年检”
呢？平顶山市交警支队的回应颇
具代表性：有利于督促交通违法行
为人主动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捆绑式年检”由来已久，虽然
其合法性饱受诟病，但《机动车登
记规定》的相关规定却一直没有废
止。究其原因，除了“捆绑式年检”
之外，交警部门缺乏处理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按照现行
法律，追缴交通罚款只能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交通违法行为大面积
存在，如果每一次处罚都要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势必意味着行政资源
的巨大浪费。不难想象，在缺乏有

效监督途径的背景中，如果全面叫
停“捆绑式年检”，难免会造成大量
交通违法者拒不接受处罚，这也是

“捆绑式年检”在争议中坚持的关
键所在。

车辆年检审查的是车的状况，
违章处罚惩戒的是人的行为，以

“人”的违法行为来处罚“车”，这显
然是一种错位。虽然从交警部门
的实际工作来考虑，“捆绑式年检”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法治社会
的现实出发，“捆绑式年检”本身就
是对法治精神的一种破坏，如果执
法者都不能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如
何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捆绑式
年检”松绑其实并不难，只要明确
对人的处罚即可。拒不处理违章
本身就是一种失信行为，如果通过
法律形式明确将此纳入个人征信，
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作为制裁，
自然能引导机动车驾驶员及时处
理违章。当然，前提是交警部门应
当首先履行告知义务——现实生
活中，不少人直到审车的时候，才
知道还有违章没有处理。将不处
理违章纳入个人征信，首先就要确
保违章信息及时通知到人，不应坐
等公众主动查询。

取消“捆绑式年检”，不仅需要
法院明确阐明态度，同时也需要交
警部门积极改变工作方法，更为重
要的是，需要相关法律的进一步补
充完善。在确保每一位交通违法
者都承担相应责任的基础上，才能
避免车辆“代人受过”。

玫昆仑：家长为孩子网上
拉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
现象。大家都知道，这样评选
出来的荣誉，并不代表孩子的
真实能力与本领，反而有弄虚
作假、拔苗助长的嫌疑，背离
了学生荣誉评选的初衷。因
为家长为孩子网上拉票，不是
孩子靠自己的真实能力与水
平获得，而是靠家长的资源与
人脉得奖，这样不仅破坏了比
赛规则，还容易误导孩子的人
生观，以为自己有没有本领无
所谓，关键是家长有没有本
领，只要家长有本领，什么事
情都能做到，从而放松自身学
习锻炼与兴趣追求，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不利。毕竟，家长的
这种做法，就是在暗示孩子，
人生要想取得成功，不是凭实
力，而是靠人际关系。

家长为孩子网上拉票，导
致实力竞争变成了“人脉评
选”，甚至靠“红包拉票”。这
本身就是一种评选歪风，不符
合评选的本意，与学校教书育
人的目标背道而驰。毕竟，拉
票评选的结果不能反映参选
者的真实实力情况，是在不择
手段地弄虚作假，制造“假大
空”。对学生而言，这无疑是
在拔苗助长，既背离了育人的

规则，也扭曲了学生心中的公
平竞争观。这不是在教书育
人，而是把学生引入歧途，其
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任何评选都讲究公平、公
正和真实，靠拉票评选出来的
结果，毫无公平、公正和真实
可言，实则是一种极不严肃、
弄虚作假的游戏，让孩子过早
地参与和领会这种游戏，不仅
不能锻炼孩子的人际交往能
力，让孩子多参与，长见识，还
给孩子灌输投机取巧、急功近
利的思维，这不是在帮孩子、
教育孩子，而是在害孩子。

网上刷票、拉票评选，早
就在社会上流行。比如，有的
机构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为某
某人参选刷票、拉票；有的机
构办公室要求各部门、各单位
为某项荣誉申报刷票、拉票
等。没想到，这种“行政歪风”
刮进了校园。殊不知，教育教
学不是抓行政工作，不是搞运
动，理应“去行政化”，多尊重
教育规律和成长规律，少些功
利思想和浮躁心态；多一些反
躬自省，见贤思齐，对涉及学
生的各种评选不搞网络投票；
即使搞，也要“去怪味”，让评
选回归本真。

家长为孩子网上拉票
荣誉评选何时回归本真

取消“捆绑式年检”，不仅需要法院明确阐明态度，同时也需要交警部门积极改
变工作方法，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相关法律的进一步补充完善。在确保每一位交通
违法者都承担相应责任的基础上，才能避免车辆“代人受过”。

（详见今日本报AⅠ·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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