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
议

中岳观察

□本报评论员 刘婵

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我省呈

报的《关于呈报审批安阳豫东北

机场建设工程预可行性研究等报

告的请示》正式作出批复，同意新

建河南安阳民用机场。（见本报11
月15日报道）

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发展势头强劲的大背景下，我

省又一座机场取得了“准生证”，

航空经济带动中原“腾飞”的梦想

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省处于全国

航线网络中心，加快通用机场和

支线机场的建设，“小机场”助力

“大枢纽”，不仅是河南通航事业

的发展需要，也将为全国通航事

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批复显示，安阳豫东北机场

性 质 为 国 内 支 线 机 场 。 众 所 周

知，支线机场对促进区域经济社

会 发 展 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一方面，可以完善支线航线

网络，提高航空运输通达能力，为

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和民众出行

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在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有重要战略地

位的航空运输网络的完善，离不

开支线机场的发展。支线机场能

向干线航线输送客货源，依托枢

纽航线网络创造出更大的整体社

会效益。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下绝

大部分中小支线机场运营状态堪

忧。数据显示，全国 190多家机场

亏损比例高达 70%~80%，亏损面

巨大，仅有大约 50 家机场盈利。

而对中小支线机场的财政补贴方

案也饱受争议。民航部门人士也

指出，一般来说，从全世界支线机

场来看，经营都是亏损的，需要地

方政府补贴。

事实上，机场作为公共基础

设施，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

特征。如果只强调市场性，很多

中 小 支 线 机 场 将 难 以 生 存 和 发

展；反之，如果只强调公益性，政

府过多扶持，机场就会缺乏积极

进取的动力。那么，安阳豫东北

机场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齐飞，希望在哪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

不少二线城市的机场已经开始探

索扬长避短的新模式。例如，武

当 山 机 场 推 出 旅 游 路 线 精 品 模

式；宁波栎社机场提出“长三角南

翼航空物流集散中心”的定位，强

调“客货并举，以货为主”；珠海机

场的国际航展每年一度，打造一票

难求的航展模式……美国航空运

动协会主席李书东曾指出，安阳具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浓郁独特

的文化底蕴，也有着无可比拟的空

域资源。这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启

示和信心，找准自身清晰的定位，

发掘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争做

可盈利的支线机场，安阳机场不妨

定下这个“小目标”。

此外，中小机场的发展离不

开物流的支撑。美国的 Fedex 让

孟菲斯成为货运量世界数一数二

的机场。国货航、中货航和南航

货运三大货运公司，顺丰、EMS、

“三通一达”等快递公司都亟须建

立 因 地 制 宜 的 航 空 物 流 配 送 基

地。“双 11”货物频频爆仓的消息，

航空货运和快递网络化发展的趋

势，都为广大中小支线机场的转

型升级提供了良好契机，安阳豫

东北机场以及我省其他中小支线

机场能否顺时应势，从中分得一

杯羹，我们拭目以待。7

西汉有一个牛人陈汤，就是说“犯强

汉者，虽远必诛”的那位。这人说得出、做

得到。在皇帝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集结西

域诸国部队，开到康居国，一战而灭了曾

与汉朝对抗的郅支单于。这功劳够大的，

可封赏时却有争论，为何？最重要的一点

是陈汤很贪，缴获的财物自个儿私吞了不少。当时有人

来调查，陈汤就拿功劳来对抗，说调查他就是为郅支单

于报仇。

曾凿壁偷光的匤衡极力反对给陈汤封侯，编撰《说

苑》的刘向极力要求给陈汤封侯，说他“立千载之功，建

万世之安”。汉元帝调和双方意见，给陈汤封侯，将原定

的千户侯变为食邑只有三百户，对陈汤贪污犯罪的事情

竟然不再追究，以功劳掩盖了是非。结果呢，陈汤越来

越贪，谁给他钱他就为谁说话，唯利是图，一再犯罪。

荀子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把

能否分清是非当作判断一个人智愚的标准。作为政治

家的管仲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

也，百姓所悬命也。”更是将明辨是非当作法律责任和百

姓生命之所系。奖功罚过，可以激励干部更好做事，但

奖功罚过绝不能掩盖是非，是非不明，规矩就乱，什么事

都可能发生。陈汤就是个例子。

今天，有的官员落马时，有人便议论，说其当政时工

作多么出色，城市建设多么好，经济增速多么快，为其鸣

不平。这样一种心态，实在于法治有违。工作成绩的突

出，绝不是犯罪的理由，也绝不能成为免罪的借口。一

旦将功劳变成“免罪金牌”，权力就会打破笼子，肆无忌

惮地伤害百姓、伤害社会。1 （吕志雄）

□邓海建

最近，一篇文章经微信公众号

推送后迅速在网上传播，标题非常

吸引眼球——《科学发现蒲公英根

可在 48 小时内杀死 98%癌细胞》。

有媒体核实后发现，细节、条件上

均有谬误。在国外研究网站上，标

明“蒲公英根部提取物对黑色素

瘤、白血病、胰腺癌和结直肠癌有

消杀作用，但在人体的试验效果尚

不明显。”而用研究者本人的话说，

“我敢打包票，这是从我的论文上

抄的。但很不幸，抄得并不准确。”

肥皂剧里“一棵包治百病的板

蓝根”，终于在微信公众号里有了

活生生的镜像：它们都是“根字辈”

的，都有着开挂一样的神奇经验

值，都能成全或抚慰人类对健康的

渴慕、对疾病的恐惧。只是，真相

果真如此吗？绝症患者以为上山

挖根就能续命的泡沫早就碎了，专

家说得很清楚：蒲公英根含有一种

活性成分，“但可能是把双刃剑。

它对常规的化疗会有冲击。”

越“吹”越远的蒲公英根，让人

想起了最近微信上的花式爆款谣

言：比如河北的 107 小时救援事件

中，有传言称男童家属在医院闹

事，又是打司机、又是天价索赔。

一些医疗自媒体指责男童家属“医

闹”，甚至用上了“人不能无耻到这

个地步”等痛斥语言。事实呢，不

过是对其家属赤裸裸的二次伤害

而已。还有最近赵薇、阿里巴巴已

是第 N 次被卷入铺天盖地的谣言

里 。 辟 谣 ，说 你 欲 盖 弥 彰 ；不 辟

谣，说你心里有鬼。弄得阿里巴

巴只能哭笑不得地发布声明，“在

真正找到谣言的根子之前，即使知

道没有用，我们也只能，再一次辟

谣……”

就在前几天，上海公安机关成

功打掉一个在网上大肆编造散布虚

假信息的犯罪团伙。一桩桩、一件

件，揭示的不过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在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病毒式传

播，在爆款文章和天量阅读的助力

下，爆发出杀伤力极强的“大宇宙”。

微博也好，微信也罢，技术没

有原罪。真正的问题，还在于行业

治理与职能监管。理论上说，微信

自身“净谣”，进而完美地独善其

身，虽然是其天然责任，但也不能

完全指望。最关键而靠谱的，还是

法治逻辑。如果谣言总是靠孱弱

的辟谣来擦屁股，制造和传播谣言

的始作俑者总是躲在背后闷声发

财或墙头看戏，伤害的就不仅是

“眼下的苟且”，还有秩序与信仰的

“诗与远方”。显然，不能让谣言在

微信上长出翅膀，不能让谣言止步

于平台治理的初级阶段。7

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给予民办幼儿园更大自主办

园空间。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民办园几乎每年都会进

行价格调整，很多家长吐槽上不起幼儿园、“入园费比房

贷高”。（见11月14日《齐鲁晚报》）
不是说民办幼儿园多挣钱就不对，而是说，民办幼儿

园入园费节节攀升，说到底还是因为公办幼儿园资源供

给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笔者发现，在幼儿学位资源紧

缺的地方，私立幼儿园调涨学费时从来都很随意。但在

一些县城甚至乡镇和农村，私立幼儿园学费往往比公办

园还要低一些。为什么？就在于这些地方公办幼儿教育

资源的有效供给，起到了很好调节作用。

缺少竞争，私立幼儿园调起价来当然要“任性”得多。

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切实负起责任，提供足够比例的公办幼

儿园学位，来制衡和消弭私立幼儿园的不合理涨价冲动。

公办幼儿教育，本就是地方政府的责任。7 （余明辉）

滥用远光灯的现象令广大车主厌恶至极，有车主在车厢后
玻璃贴上“鬼怪”图像加以“反制”，车贴在淘宝大卖。不过交警
强调，贴车贴不合法，后车司机如受惊吓酿成事故，前车司机须
承担法律责任。7 图/陶小莫

“上不起幼儿园”咋办？

支线机场需找准发展模式
“双 11”货物频频爆

仓的消息，航空货运和快

递网络化发展的趋势，都

为广大中小支线机场的转

型升级提供了良好契机。

别让谣言“长出翅膀”

功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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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大力

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

根据《关于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团队）的意见》（焦发〔2016〕9号）

和《焦作市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团队）实施办法》（焦办〔2016〕36

号）文件精神，现将焦作市引进培育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引进培育重点领域

围绕焦作市优势产业和战略新兴

产业，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汽车、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成长性服

务业等领域。

二、引进培育对象和条件

（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

1.创新创业领军团队

⑴创新创业领军团队中，核心成员

须有3人以上，至少有1人应全职来焦

作创新创业，其余成员每年应在焦作工

作 6个月以上。团队带头人须符合国

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或省“百人计

划”个人申报条件，或取得博士学位，在

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

担任相当于正教授以上职务的专家学

者和科技人才。

⑵创新创业领军团队须在相关领

域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在同

行中具有重要的创新地位和学术影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无知识产权纠纷）

的可产业化的科技成果或发明专利，具

备突破重大技术、解决关键问题的能

力，并能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

⑶创新创业团队成员与用人单位

签订 5年以上工作合同，且认真履约；

或所创办企业须在焦作完成工商注册、

参保等相关手续。

2.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须取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且有3年以上大型企事业单位

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55周岁，引进后

每年在焦作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并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无知识产权

纠纷）的科技成果或发明专利，技术处

同行业先进水平，具有市场潜力并处于

中试或产业化阶段。

⑵本人在焦作创办科技型企业，投

入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元人

民币（不含技术入股）；或在焦作与他人

联合创办科技型企业，本人所持股权不

得低于30%。

3.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须取得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且有3年以上大型企事业单位

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55周岁，引进后

在签约企业或平台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年且每年不少于6个月，并符合以下条

件之一：

⑴在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从事科

研的专家学者，掌握核心技术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无知识产权纠纷）的科研

成果。

⑵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中担任中

高级职务，熟悉相关产业发展的专业技

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⑶承担过重大科技项目相关的任

务，具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和产业化

潜力的领军人才。

对于研发水平或拥有核心技术的

产品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创新创

业领军人才，经专家评审机构认定后，

可以适当放宽学历和年龄限制。

（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1.高层次创业人才

⑴须取得硕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不超过55周岁，且

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

⑵符合焦作市战略主导产业和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无知识产权纠纷）或关键技术，能够

实现产业化，并具有市场前景。

⑶本人在焦作创办科技型企业，投

入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元人

民币（不含技术入股）；或在焦作与他人

联合创办科技型企业，本人所持股权不

得低于30%。

2.高层次创新人才

⑴须取得硕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不超过55周岁，且

有 3年以上在知名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及相关单位关键岗位从事科研、管理

或教学工作经历。

⑵与所在企业或平台签订 3年以

上聘任合同，并保证每年至少有6个月

在签约企业或平台工作。

⑶拥有关键技术和重要科技成果。

对于特别优秀的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尤其是在国内外知名企业或机构

有一定工作经历并且担任中高级职务、

能够带项目的创业人员、管理人员或核

心技术人员等高端人才，经专家评审机

构认定后，可以适当放宽学历和年龄限

制。

三、主要扶持政策

入选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

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可享有项目产

业化资金扶持、多元化金融支持、住房

保障、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

相关政策待遇。

1.引进的创新创业领军团队，经评

审认定，按不同层次给予支持。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

领衔的创新创业团队，每个团队给予

3000万—5000万元项目产业化扶持

资金资助；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团队

及同等层次创新创业团队，每个团队

给予 500 万—1000 万元项目产业化

扶持资金资助；经认定的市级以上其

他创新创业团队，每个团队给予 100

万—300万元项目产业化扶持资金资

助。

2.经评审认定的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按不同类型给予支持。创业领军人

才给予200万元项目产业化扶持资金

资助；全职引进创新领军人才给予100

万元项目研发扶持资金资助。

3.经评审认定的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按不同类型给予支持。高层次

创业人才，给予 100 万元项目产业化

扶持资金资助；全职引进高层次创新

人才，给予50万元项目研发扶持资金

资助。

4.对焦作市产业发展具有奠基性、

战略性、支撑性的领军人才（团队）特别

重大的科技项目实行“一事一议”，最高

可获得 1亿元项目产业化扶持资金资

助。

四、申报方式与时间

（一）申报方式

登录“天纵英才网”（www.tzycw.

com.cn），下载填报相关表格，并向所

在县（市）区、示范区或市直单位人事部

门提交正式申报材料。

（二）申报时间

焦作市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团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全年受理

申报。首次评审申报截止时间为北京

时间 2017年 4月 30日。超过截止时

间申报的，自动纳入下一年度评审。

五、申报范围和评审程序

（一）申报范围

在焦作市范围内注册创办企业，或

合办企业，或已有企业引进的领军人才

（团队），均可申报焦作市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团队）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评审程序

个人申报—审核推荐—技术评审—

综合评审—确定人选—项目资助。

六、申报材料及要求

申 报 表 格 可 在“ 天 纵 英 才 网 ”

（www.tzycw.com.cn）下载，具体要

求详见“天纵英才网”公告。

申报咨询电话：0391—2118726、

2118705、3568175。

焦作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16年11月16日

焦作市引进培育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团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