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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月初，广东省下发《关于加强党员领
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明
确提出加强监管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社
交圈、生活圈及休闲圈，从个人到其配偶和身边
的工作人员，全方位覆盖。规定下发已 3个月，
深圳执行效果如何？从多个区为实行监管而采
取的干部信息社区备案制度来看，目前干部愿
意公开的事项还是以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这些
基本“点”为主，有的干部甚至对公开个人住址，
已经觉得“没有安全感”，“圈”的情况就更没有
登记了。（见 11 月 2 日《南方都市报》）

监督干部就要全方位。紧盯干部“8 小时”
外的情况，旨在防止权力谋私。有些贪官后悔
自己没有管好权力，后悔被人拉下水，这也折射
出对干部“8 小时”外的情况监督不力。

干部报备 8 小时外情况，需要做得扎实，而
不能流于形式。如果表面上轰轰烈烈，时间一
长就变形了，或是以“没有安全感”为由虚置报备

“8 小时外”情况，则无疑关上了监督干部的一扇
门。当然，监督干部还需要任前财产公开制度，
任后财产审计公示，多管齐下才能发挥强大的
力量，从而将干部腐败降到最低。⑧7 （滨 兵）

今年，“创新”无疑是个热词。调查显示，新常
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正是“创新能力不
足”。前段时间，总理视察我省时强调，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不仅是小微企业生存和兴盛之道，大企业
通过“双创”更能够集聚全员智慧，迸发更大能量。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传递的重大信号表明，

“创新发展”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小微
企业要变成小巨人，需要铆足劲创新，大企业想更
上层楼，更离不开创新，用好创新这一利器，合作放

出创业创新的连环炮，放大“双创”效应，打造经济
升级版，才能共同撑起中国经济的蓝天。

这段时间，一些知名企业遭遇“生死劫”的消
息频频在自媒体圈被刷屏，本地烘焙企业好嘉利
轰然倒下，引来无限唏嘘和感叹。开业仅一年的
高端百货百盛郑州二号店悄然关门后，一个多月
后才被更多的消费者发现并见诸报道。从两者的
陨落轨迹来看，“创新不足”、转型不力是致命的硬
伤。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推倒重来，
面临变革，企业如果不自我颠覆，就可能被颠覆，
如果不敢跨界，就有人敢跨过来打劫。

创新是大势所趋，创新的热潮正集聚着改变中国
乃至世界的磅礴动能。当此之时，最能考验创新创业
者的是能力和定力，最需要心无旁骛地攻坚克难。当
年鲁侯问木匠梓庆：为何能把鐻做得鬼斧神工般美
妙？梓庆说：将为鐻，必静心数日，不敢怀庆赏爵禄及
非誉巧拙之想，等到已不为外物所动，仿佛忘掉了自
己的四肢和形体后，才入山林找木材专心制作。

干事创业最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创新更是
如此。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药学家屠呦呦坦言得
诺奖“有些意外”，她总结 40年来所做的科研工作，
最深的感受是“科学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了争名争

利”。河南籍科学家施一公，也持类似的观点，接受
采访时一再强调快乐在于解决问题，不为获奖做科
研。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后，
他在译者代为宣读的获奖感言中表示：从没想到自
己会得到这个奖。不为获奖做科研，创新创业更是
这样，如果满脑子惦记着“庆赏爵禄”，则难免急功
近利，导致动作变形走样，欲速而不达，就很难集中
精力专心致志创出一条新路。

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专心于事，不贪一时
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稳扎稳打把每个环节做到位，守
得云开见月明，到那时自然能赢得鲜花和掌声。⑧7

创 新 最 忌 心 浮 气 躁

11月 2日，国产大飞机 C919正式下线，这意味
着中国自主研发的大飞机经历千呼万唤露出飒爽
英姿，令人感奋。十八届五中全会吹响了向中国梦
第一个百年目标决胜进军的号角，“十三五”规划建
议更为国产大飞机的奋飞壮行。

大飞机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所谓大飞机，是指
起飞总重量超过 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和
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 150座以上干线客机。全
世界只有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才拥有完整的航
空工业。要坐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把交椅，航空
工业是个必要条件，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

大飞机代表国家竞争力的制高点。大飞机
是航空工业的王冠，其价值不亚于“两弹一星”和
载人航天。生产大飞机的过程涉及多个学科，包
括空气动力学、材料学、航空电子学等，另外，从
工业基础上来看，大飞机产业涉及化工、电子、冶
金等数个部门，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实现大
飞机国产化，不仅可以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打破国外巨头的垄断和封锁，赢得广阔的市场空
间，而且将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为实现科技强
国目标和中华民族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当美国西雅图的航空产业工人像玩堆积木
一样在组装波音飞机时，数以万计的中国打工妹
正拼命地劳作在缝纫机前。八亿件衬衫才换回
一架空客 380。一边是技术含量极高的尖端产
业，一边是人山人海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鲜
明的对比，让人汗颜。

大飞机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呼唤。由于
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飞机项目曾遭遇波折，一度
被搁置。中国在实现一个个飞天梦的同时，作为
现代航空先进水平的标识——大型飞机却仍是
一片空白，因此大飞机项目正是中国“有所为”的
重大抉择。千呼万唤，2007 年的春天，一个消息

好似惊雷，令蛰伏的中国大飞机项目苏醒了，中
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大型飞机研制项目，
此前大型飞机也首次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重大专项”。中国的大飞机
项目在搁置了 22 年之后又“重见天日”。

大飞机让几代中国人魂牵梦萦，不能割舍的
大飞机情结也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心愿。在亿
万国人的翘首企盼中，C919 大型客机“飞”来
了。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新
一代中短程商用干线客机，它不仅是中国跻身国
际民用航空制造业的希望之星，而且也代表着中
国向大飞机制造领域进军的决心。

中国航空事业的终极目标是在大飞机项目
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分秋色。中国在有了“两
弹一星”，有了“神舟”飞船，有了核潜艇，有了“中
国芯”，有了“嫦娥”之后，大飞机又即将上天，飞

出大国神韵。从军事角度说，大飞机可延伸中国
空军运送军力的里程，让中国军力的战略投送能
力得到质的飞跃。从经济角度来说，大飞机可以
及时运送重型机械装备，应对抢险救灾、人道主
义援助等紧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再从商业角
度来说，作为波音 737 和空客 A320 的强有力竞
争者，国产 C919 已收到来自 21 个买家的 517 架
订单。根据预测，C919 成功进入市场后，总销量
有望达到 2000 架左右，如果大飞机国产化，这是
一个数万亿元的巨大市场蛋糕。

历史绕了一个苍凉的大弯。作为中国大飞
机的头雁，C919 大型客机承载着中国人的强国
梦。一个有耐力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一个有定力的民族才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
撑。中国大飞机下线了，接下来是明年上半年首
飞，继而拿到适航证，最终实现强国之梦。⑧7

国产大飞机承载中国梦
鲧治水，用天帝神奇

的息壤，可只是堵，弄得洪
水滔天。禹治水，没有神
奇的法宝，用疏的方法，水
患平息。这个神话传说，
让中国人总结出堵不如疏
的理念，这理念牢固如山
不可撼动，以致很多人认

为，堵的方法有原罪，都是错的，只有疏，才合乎天
理人情。

这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草案）》中有一条：不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
展公开募捐。立即引起许多人担忧，把路堵死了，
普通百姓遇到难事该怎么办？

其实，当募捐出现许多骗捐，善款管理出现很
多问题，甚至还有打不清的官司，严格一下募捐资
格和善款管理主体还是有必要的。况且，这种堵
也不是把所有路给堵死了，草案明白写着，不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与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公开募捐。

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治水不是堵和疏这种
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的。明代真正把治水弄到国
际一流水平的潘季驯治理黄河，用的办法则是“束
水冲沙”，那是以堵为主、以疏为辅、以堵促疏的办
法。他尤其强调堤防也就是堵的作用：“堤防者，
防水之外也。欲水之无出，而不戒于堤，是犹欲敌
之无入，而忘备于边者矣。”事实证明，堵了漫溢的
口子，正了河水的流向，冲走了沉淀的泥沙，保证
了黄河安澜。

从郭美美炫富让“红十字”伤身，到“救小孩被
狗咬”骗捐让很多人伤心，可见慈善的河床上也积
满了“泥沙”。明确募捐资格及善款管理主体，也
是“束水冲沙”，希望慈善的河流在法治的堤防间
浩浩荡荡，将骗捐及管理混乱的“泥沙”冲刷干
净。⑧3 （吕志雄）

束水冲沙

众众 议议
“八小时外”更要严监督

“面试不过，分文不取”、“拿不到毕业证，退还
全部学费”、“不过一本线，退还学费”……近年来，
教育市场上各类保过班层出不穷。不论是中考
还是高考，也不管是想考公务员还是想出国，只要
关乎考试，好像“总能有一款保过班适合你”。但
是，“保过班”不是万能的，若交了高额费用却没能

“保过”，钱还能退吗？（见11月1日《工人日报》）
个别地方“考试保过班”愈演愈烈，正是“重

证轻人”被滥用所暴露出问题的冰山一角。在
替考入刑的背景下，要避免“层出不穷的考试保
过班”现象，就必须三管齐下，一要堵住“重证轻
人”的监管漏洞，增加考试和证书等信息透明
度，鼓励行业和社会有奖监督举报，加大对弄虚
作假的惩罚力度；二要“重人轻证”，对获得证书
者，监管部门要实行动态管理机制，不定时“对”
证“对”人，要求“人”“证”相符；三要让监管部门
负有风险连带责任，对玩忽职守、马虎草率的监
管部门和责任人，实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落实
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连带责任机制，才能
对“层出不穷的考试保过班”行为一查到底，使
之真正从源头上得到制止。⑧7 （禄永峰）

杜绝“考试保过班”怪象

据 11 月 2 日《新京
报》报道，在北京，一些

“血头”在医院临床用血
紧张时，借互助献血的
名义，安排卖血者假扮
患者亲友在一些医院、
血液中心等采血点“有
偿献血”，从中获取高额
利润。患者无奈买血、
医生难以干预的背后，
是献血制度不完善的困
境。⑧7 图/王 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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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年审办法》（豫政金
〔2015〕149号）、《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
法》（豫工信〔2012〕525 号）等规定，我办聘请第三方中
介机构对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上报的小额贷款公
司年审材料进行专项审查。其中，郑州市联创融久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等 63家小额贷款公司第一批拟通
过 2014年度年审，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5年 11月 3日至 11月 7日。
监督举报电话：0371-69690824

0371-69690818

小额贷款公司严禁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严
禁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禁发放高息贷款，严禁
向其股东发放贷款，严禁对外担保，严禁开展理财业
务，严禁设分支机构，严禁抽逃注册资本，严禁核准的
经营区域以外开展业务，严禁违法违规宣传。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附件：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 2014 年度年审第一批

拟通过名单

2015年11月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关于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 2014年度年审第一批拟通过名单的公示

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 2014年度年审第一批拟通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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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
〔2010〕3 号）、《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管理指引》
（银监发〔2010〕77 号）和《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豫政办〔2011〕86 号）和《河南省融资性担保
公司年审办法》（豫政金〔2015〕142 号）等规定，我办聘
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上报的

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年审材料进行专项审查。其中，河
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75 家融资性担
保机构第一批拟通过 2014 年度年审，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11 月 3 日—11 月 7 日。
监督举报电话：0371—69690830，69690818。
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经营八不准：

一、不准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存款。
二、不准开展违法违规理财业务。
三、不准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
四、不准误导社会公众向企业存款。
五、不准为违法违规借贷行为担保。
六、不准擅自设立任何形式的分支机构。

七、不准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金。
八、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宣传。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附件：河南省融资性担保机构 2014 年度年审第一

批拟通过名单
2015年 11月 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

关于河南省融资性担保机构 2014年度年审第一批拟通过机构名单的公示

河南省融资性担保机构 2014年度年审第一批拟通过名单

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投资集团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农开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汇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中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浦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省有色矿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粮食产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杞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开封县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开封市金明区金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开封市天地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正大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洛阳高新开发区担保中心
安阳荣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安阳市长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汤阴县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林州市国信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内黄县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嘉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安阳县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新乡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获嘉县同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濮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金诺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漯河市宏源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漯河市昱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临颍县诚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漯河市源汇区鑫源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漯河市农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漯河市正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漯河市天悦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漯河经济开发区立达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灏元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召陵区万金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舞阳县恒盛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金鑫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陕县鼎弘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三门峡鼎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灵宝市华炜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泰昌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南召县财信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西峡县源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中牧联合担保有限公司
南阳卧龙区龙升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市宛城区兴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方城县鼎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新野县金财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内乡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省社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唐河县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南阳信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商丘市鑫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商丘业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泌阳县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遂平县汝河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驿城区振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汝南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兴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西平县财信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巩义市金桥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汝州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滑县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诚润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永城市永信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固始县金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信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仁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鹿邑县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新蔡县金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