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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寄望郑州航空港和西安航空城——

一条新丝路 两城航空梦
□本报记者 贺心群

“西安航空城获中国民航局批复，这对陕西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
事，但对河南来说也同样如此。两省本来就有很多携手共进的基础，
这下更好了，一边航空港，一边航空城，两省合作共赢的空间将大大
提升。”5月 27日，网友“旋风 001”在大河论坛发帖表达自己的看法。

近日，关于“西安航空城实验区得到中国民航局批复”的话题备
受网友关注和热议。作为两个邻省，河南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郑州
航空港，陕西又要申报建西安航空城，这是激烈竞争？还是合作共
赢？网友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对比，纷纷发帖参与讨论，希望郑州航
空港和西安航空城能“比翼齐飞”。

点击事实

针对这一话题，焦点网谈记者 5月 27日采
访了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原发展研
究院院长耿明斋。

他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分工的进一
步分化，航空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地
位也越来越重要，导致航空运输快速发展和相
关产业的增量迅速增大，各地发展航空经济的
热情高涨。交通工具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的
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经济产业的发展。就
目前来看，发展航空经济是一种趋势，武汉、重
庆、成都和云南等也都在努力，郑州航空港和西
安航空城建设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两者互不影
响。

他同时表示，两者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
方。首先，西安航空城是由中国民航局批准的，
而郑州航空港是获国务院批准的，是国家级综
合实验区。其次，郑州航空港的着力点是综合
性实验区，是以郑州大型航空枢纽为依托，以发
展航空货运为突破口，着力推进高端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集聚，着力推进产业与城市融合发
展，着力推进对外开放合作和体制机制创新，探
索以航空港经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新模式，努
力把实验区建设成为全国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
区，为中原经济区乃至中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提
供强有力支撑。而西安航空城的着力点在航空
旅游和航空制造业，覆盖面不够广。从这一点
来说，并不能对郑州航空港构成竞争。第三，两
者的发展潜力也不一样。河南的经济总量多年
来位居全国第五位，郑州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
模比西安大得多；除了河南一亿人的消费市场，
加上周边中原经济区，总人口近两个亿，所以，
经济腹地也比西安大很多。因此，郑州航空港
的发展潜力也就大很多。第四，郑州的区位优
势远大于西安。郑州地处内陆腹地，连南启北，
沟通东西，地面运输发达，铁路网、高速公路网
优势远超西安。这些区位和空间优势构成了郑
州航空港的一个重要支撑。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又一个国家战略，
是 一 个 具 有 开
放 性 概 念 的 东
西 通 道 。 郑 州
和 西 安 是 同 一
轴上的不同点，
各 自 都 有 正 向
带 动 作 用 。 西
安向西辐射，郑
州 则 朝 向 东 半
部。”耿明斋说。

记者连线

耿明斋：

两地各有千秋

陕西网友：西安航空城可借鉴河南经验
西部网网友“潼关故人”：西安航空城获中国民航局批准是好事，

但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学河南。大家都知
道，西安的临空产业基础不错，航空航天产业也不错，又有很多国家
级的航空航天研发机构，还能制造大飞机，但航空城建设进度不够
快。河南的临空优势非常明显，能够从国际视野和自身优势出发，要
把内陆的一个国际机场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从其目前的招商规模和建设速度来看，发展
势头和潜力让人羡慕。加油吧，西安航空城！

西部网网友“归来去兮”：郑州航空港建设才一年，吸引力和发展
潜力就显现出来了，UPS、联邦快递、DHL、“四通一达”等相继入驻，
菜鸟、京东、阿里巴巴等也都来了，还有微软、甲骨文和谷歌，连智能
手机生产基地都有了。难怪习总书记鼓励他们要“买全球卖全球”，
多给力啊！

郑州航空港和西安航空城都不一般
陕西网友“杨剑”：西安自古以来就是西部乃至全国的大都市，发

展基础较为稳固，尤其是各种传统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但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西安的不足之处。这次借着航空城的契机，西安自然可以
有效地冲抵地理优势的不足，同时对于利用西部大开发，也是难得的
发展机遇，而航空经济的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效益显著的新兴产业，
也有利于西安的产业结构调整。航空城的建设一旦实施，对于西安
的西部大都市地位，具有重要的巩固作用。

河南历来被称为中原之地，俗话说，群雄逐鹿，赢在中原，可见省
会郑州地理位置之重要。尤其是在交通方面，郑州是全国的枢纽，铁
路、高速公路发达，还有空中航线，辐射全国。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密
集，加上全省一亿人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消费市场，
对于新兴产业的引入具有极大的消化能力。河南
在航空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发展航空经
济，无疑会成为推动河南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

点击事实：“又到一年高考时，听
高三的学长们说只要品德优秀或者
见义勇为就可以加分，我一下子就懵
了，品德优秀这咋量化？多大的事儿
算见义勇为？”5 月 27 日，网友“@不
出二品 NANA”在微博上对高考加分
制度发出质疑。

据媒体报道，高考临近，各地加
分政策出炉，其中北京、浙江、四川等
13 个省市提到“思想品德”及“见义
勇为”，成为网络热点。有网友表示
赞成，认为此举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
培养，是好事儿；但也有网友反对，说
这样会滋生特权分，或是鼓励学生见
义勇为发生危险。

给“正能量”加分，我看中！
@G神清-G气爽：高考加分一

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觉得与其给

各种竞赛加分，还不如给品德加分，
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修”字不只是知识，更应是品
德。

大河网网友“七里香榭”：给“正
能量”加分，我看中！学霸不一定是
社会需要的，有的人或许成绩不是最
好，但却有着优良的品德，只要通过
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对社会有贡献。

大河网网友“岁月不留痕”：如何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需要
这样的鼓励，给高考加分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肯定。

@guoguo9981：这是对学生思
想品德建设的重视，有助于学生的思
想道德教育，也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
善，值得点赞和提倡。

@jiannonglu：加分有利引导学
生健康成长，意义深远。

会不会误导学生不顾安全？
@smxkn：20分啊，这在高考中会

决定命运。如此高的回报会不会滋生出
其他的问题？比如会不会有“特权分”的
出现？毕竟评定的过程缺乏监督啊！

大河网网友“金兵甲”：别让思想
引导成了行为怂恿。中学生缺少对
危险的判断，这样会鼓励未成年人去
救火或者与歹徒搏斗，一旦发生危
险，得不偿失啊！

大河网网友“八仙过海淹七个”：一
下子加这么多分，会不会有人故意造
假，导演一场见义勇为的戏？这样就完
全颠覆加分的初衷了！反倒教会他
们投机取巧，得不偿失呐！

@手机用户 192837：有“拼钱”
的，有“拼爹”的，这样是要鼓励大家去
拼命吗？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加呢！

应建立完善的考评体系
大河网网友“白 se圣诞节”：思

想品德需要一个长期评测的过程，中
间人为的因素太多，很难保证公平公
正，其实孩子们内心都很善良，如何
量化他们品质的好坏？

@爱暖心田：必须要有一套非常
完善的考评体系，否则一定会出现不公
平，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这样加分！

大河网网友“幽幽青山淡淡烟”:
标准谁定？分数谁加？品德加分是
好事，但要有健全的监督机制！

大河网网友“一点不好玩01”：政
策本身没有问题，但执行过程中充满很
大不确定性，谁来保障其权威性和公正
性？道德品质是没有数据可以衡量的，
况且看一个人品质不是一件事就能下
定论的，我看这操作起来太难。

“思想品德”、“见义勇为”高考加分引网友热议——

拼钱、拼爹，还要拼命？
□本报记者 亢 楠

扫二维码
了解河南
加分政策

大河网网友“王66”：新野县五星镇马庄开发区桥
头加油站无证营业，该加油站没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消防队验收合格等相关手续，从 2011 年 11 月份一
直违法运营到现在。

民声回复：新野县人民政府回复称，经查，网友反
映的加油站证照到期后一直未进行换证，所租赁土地
也已到期，属违法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成品油市场管理办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该县安
监、工商、商务、公安消防等部门已对该加油站下达了

《关于对非法加油站（点）予以关停取缔的通知》，要求
从接到通知之日起，立即停止非法经营成品油活动，逾
期未取得相关证照仍非法从事成品油经营活动的，将
予以强制拆除。目前，该加油站已停止经营，并自行拆
除了加油机。

私密不代表是监管盲区
人民网 5月 28日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

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 27日上午召开专门
工作会议，部署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集中整
治移动即时通信公众信息发布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其中微信公众平台和朋友圈成整治重点。网友“蛤
蟆肉”评论说，微信私密，但绝不代表它是管理的盲区，
原本美好的微生活，都被这些乌七八糟的账号给搞乱
了，希望早点整治，还网友一片晴天。

从性别分布来看，女性网友更关注此事；从年龄分
布来看，20~29岁网友更关注此事。

不管谁管，方便打车就好
新华网 5月 28日报道，交通运输部在其官网发布

《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
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指出，出租汽车电召
将实行统一管理。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出
租汽车电召服务的统一接入和管理。网友“liuxiaoer”
评论说，老百姓才不关心谁管理呢，不管谁来管，只要
方便打车就行。

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网友更关注此事；从年龄分
布来看，30~39岁网友更关注此事。

(以上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

加油站无证违法经营
南阳新野县政府予以取缔

大河网网友“安阳老农”：在安阳县伦掌镇大街村
府前街与后十米街交叉路口，有一家小加油站占道经
营，挡住了半条马路。加油站紧邻着村子里的两家电
焊铺，严重威胁了周围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民声回复：安阳县人民政府回复称，针对网友反映
的加油站证照不全、违法经营等情况，安阳县工商局对
其下达了停止营业通知书，对加油器具进行了封存。
对于群众反映的其违章建筑拆除不到位问题，伦掌镇
国土所已对其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

大河网网友“安阳老公”：向安阳县政府领导衷心
表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心里也有杆秤，此
次调查真实详细，群众对答复基本满意，接下来就看政
府的执行情况了！

（本栏目主持人 张 恒）

违规加油站在村子里占道经营
安阳县人民政府限期拆除

“你在郑州市悦康体育羽毛球馆有没用完的储值
卡吗？请尽快和该馆联系办理退费。”5月 23日，郑州
市工商局金水分局对《焦点民声》栏目回复称，郑州市
悦康体育羽毛球馆停业却不对消费者退费一事违规。

事情源于 4月 4日，大河网网友“500次的回眸”向
《焦点民声》栏目投诉称，他于去年 3月份，在郑州市轻
工业学院体育馆内的悦康体育羽毛球馆办理了一张
3000元的储值卡。前段时间，他打电话预定场地的时
候，被告知羽毛球馆被学校收回停办了。当他询问卡
内剩余的钱怎么办时，工作人员称该卡已经过了有效
期，金额全部作废，不予退还。

“这张储值卡上并没有写明有效期，办卡时也没有
与我们签订协议规定消费期限，并且储值卡是按照消
费次数扣费的，经营项目停办，卡内余额应当退还消费
者。”该网友气愤地说。

经过《焦点民声》栏目协调，5月 7日，郑州市工商局
金水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要求，储值卡内的
余额仍是消费者的钱。5月 23日，该局针对此事做出书
面回复，称执法人员陪同投诉人到郑州市轻工业学院，
监督悦康体育退还了消费者卡内剩余的 2400余元钱。

对于此事，《焦点民声》栏目联动律师、河南华浩律
师事务所李华阳说，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相
关规定，经营者发售储值卡，实际上是以预收款的方式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消费者有权享受与其交纳
金额等值的商品或服务。经营者可以在卡上标注有效
期限，但是该期限是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履行期满，
经营者提供服务的义务终止，卡中如有剩余金额则须
承担返还义务，因为卡内余额包含着经营者还未提供
服务的对价。如果有网友也在悦康体育办理了相关储
值卡，因经营业务停止导致卡内余额未退还的，尽快和
该馆联系退费。

悦康体育羽毛球馆停业拒绝退费
郑州市工商局金水分局：必须退！

长点。现在，中部崛起的建设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同时
毗邻郑州的多个东部省份，都有相应的经济发展区域规划，从
这个层面来说，郑州航空港对于沟通东部各个经济带来说，后
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言而喻。郑州航空港建设形成的
航空经济，对于增强自身的城市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是不可
忽视的重要力量。

争论：如何在竞争中实现共赢
大河网网友“网络逍遥”：西安航空基础很好，旅客吞吐量

很大，临空产业基础也不错，加上省内几所国家级的航空航天
研发机构，西安航空城获批，肯定会对郑州航空港带来竞争压
力。

大河网网友“公平在那里”：什么叫相反相成？如果黄河
流域的每个省经济都强了，对郑州、河南更有利。互助互补，
共谋发展。陇海兰新地理位置好，这就需要协同发展，合作比
竞争重要。

大河网网友“无助的风”：同是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
试验区的成员，再说竞争就外气了。河南的历史文化厚重，旅
游资源也得天独厚，所以，彼此合作共赢的空间是很大的。

大河网网友“老好06”：河南要与陕西加强合作，共同推
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共同推动华夏文明核心区发展。

陕西网友“杨剑”：毕竟是两种性质极为相似的经济产业，
必然会对资源进行竞争，但是，只要充分把握好各自的发展方
向，自然可以化竞争为动力，促进两个城市的经济不断快速增
长。竞争是表面的，共赢才是主旋律。

建议：强修内功，顺势而为抢先机
大河网网友“万泉河”：现在河南最需要的是强修内功，顺

势而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给我们带来了大好机遇，郑
州航空港要加快发展，抢先占住市场，形成规模！

大河网网友“changshuyun”：河南的发展是 18 城市的发
展，大家都要拿出自己的优势，拿出自己的本事发展自己，同时
大家都不是孤立发展的，要合作，要携手发展。要与郑州航空
港做好配合，找好自己在中原城市群中的定位，发展壮大自己。

大河网网友“江雪寒”：河南要修通宁西高铁，让南阳、信
阳发挥出“东进西连”的区位优势，向东可以连接以上海为代
表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向西可以打通与西安的联系，
形成贯通中国东西的经济带，这样整个河南南部、西南部将实
现崛起。豫南、豫西南强了，整个河南也就更强了。

大河网网友“风停了”：“新丝路”需要新思路，河南要打造
好郑州航空港这艘“航母”，带领亿万河南人朝着“中原崛起，
河南振兴”目标迈进。建好航空港，翘楚“新丝路”！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工程效果图

西安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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