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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北新闻网报道，石家庄部分高校明文规定，共享单车“只准进校
园，不准出校园”，引发公众质疑。记者在石家庄学院发现，一些地方张贴
着告示牌，上面写着“小黄车禁止出校，仅限校内区域使用”。6 图/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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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欣

城市“无房族”的福利来了。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为切实

解决群众住房困难，今年年内将完

成公租房新增分配 200万套。

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朴素愿

望 ；在 城 里 有 一 个 挡 风 遮 雨 的 屋

檐，也是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

困难家庭的期待。近年来，中央加

大了资金补助和信贷支持力度，有

力推进了公租房建设。截至 2016年

底，已有 1126 万户家庭住进了公租

房，诗圣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宏愿”，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但必须承认，在城镇化进程加快

的大背景下，公租房的建设进度还与

人民群众的需求有一定距离。笔者

以为，真正做到让保障对象“居得其

乐”，还需多措并举、“宽严相济”。

“宽”即放宽条件，减低门槛，进

一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住建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公租房政策全

面实施以来，绝大多数地方落实得

比较好，比如，上海市多渠道筹措公

租房，向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出 租 ，北 京 市 明 确 公 租 房 总 量 的

30%向“新北京人”出租等。但部分

地方，公租房的申请门槛还比较高，

限制条件比较多。当前，从中央到

地方都在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

宽公租房限制，实现应保尽保，也应

是题中之义。如果人为抬高门槛，

拖慢流程，让群众跑断腿、等断肠，

就会如《人民的名义》里光明区信访

办的“弯腰窗口”那样，说是服务群

众，其实是为难群众，与公租房普惠

困难群众的初衷背道而驰。

“严”则有两层意思。一是严把

质量关，让群众实现安居。由于其

公益性质，与商品房相比，公租房

的利润空间非常有限，一些地方的

公 租 房 质 量 问 题 不 时 见 诸 报 端 。

公租房是党和政府的“民心工程”，

如果监督不严，把关不力，最后做

成了“豆腐渣工程”“面子工程”，只

会起到反作用，失掉民心。二是严

把 程 序 关 ，让“ 对 的 人 ”住 进 公 租

房。由于城市无房群体庞大，公租

房目前仍是“僧多粥少”，也难免被

“有心人”盯上，从中牟利。在一些

地方，某些“有门道”的人将公租房

低价租下，转手高价租出；武汉首

个政府类公租房小区里，居然开了

30 多家麻将馆，简直匪夷所思。公

租房是保障中低收入群众居住权

利的重要防线，并非普遍的政策待

遇，有关职能部门必须严格程序管

理，防止公租房成为“房哥”“房姐”

的盘中蛋糕。从今年夏天开始，杭

州部分新交付的公租房项目将试

用人脸识别系统，防堵漏洞，可谓

“他山之石”。

宽其所应宽，严其所应严，让居

者有其屋、得其乐，公租房才能惠及

广大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困难家庭，

变成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6

□吕志雄

4月 18日上午，修订河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大河报专题座谈会召开。

这是一场特殊的座谈会，在河南省

人大历史上首次单独为一家媒体召

开座谈会，听取其征集的老百姓修

法意见。（据4月19日《大河报》）
这些年来，物业与业主的矛盾很

多，有些地方甚至达到水火不容的地

步。物业嫌业主事儿太多：乱装修甚

至打掉承重墙，乱停车、乱搭建，交费

迟缓……业主嫌物业服务不周：水管

漏水，叫半天叫不来，车被堵，急上班

出不来，利用小区公共资源获得利

益，业主却不能分享……矛盾出现

后，有互相吵架直到动手打架的，有

拒交物业费拒绝服务的，常常闹出

这样的新闻：某小区垃圾堵门，某小

区断电停水，某小区两家物业公司

争相管理……

2001 年我省出台的《物业管理

条例》，对解决这些矛盾虽然起到作

用，但对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缺乏针对性。因而，修订河南省

物业管理条例大河报专题座谈会的

召开，正是时候。

物业与业主产生这么多纠纷，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权利

义务界限不明，二是缺少行为规范，

失范惩治又不力。

就现实情况看，物业公司多是

开发商建立，具有先天的强势。而

业主们一方，来自四面八方，入住

时间不一，业主委员会成立往往是

在物业“主政”多年之后，因而，业

主具有先天的弱势。在这样的情况

下，物业往往不是以服务者的姿态

出现，而是以管制者的形象出现，

俨然把自个儿当成独裁的霸主，跋

扈之气冲天。业主一方，往往自认

为是受损害者，常有种不服管理的

冲动，动辄与物业管理发生冲突。

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权利义务

变得十分模糊，行为也会失范。物

业公司的服务范畴如何界定？收费

该怎么收？物业管理成本怎样公开

透明？小区广告收入该如何分？如

何规范物业或业主的行为？失范后

如何处理？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

纠纷也就不断了。

物业公司失去业主，就会失去

市场；业主失去物业，辛辛苦苦购置

的房产也难以安心入住。针对上述

问题，厘清物业与业主的权利义务，

明确其行为规范，以“长了牙”的法律

形式约束其履行义务，保证双方享有

应有权利，才能解开物业与业主矛盾

不断的难题。

笔者希望以此次修订为契机，通

过立法破解当下物业与业主的焦点

矛盾，让市民生活的小区更和谐有

序，让百姓更有幸福感、获得感。6

让“对的人”住进公租房
宽其所应宽，严其所应

严，让居者有其屋、得其乐，

公租房才能惠及广大进城务

工人员和城市困难家庭，变

成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针对物业焦点矛盾修订条例

水源地开发当叫停
4 月 18 日，济南南部山区柳埠街道黄巢水库

周边 8家临水农家乐被拆除，同天，仲宫街道锦绣

川办事处锦绣川水库周边 7 家临水农家乐被拆

除，水源地周边违建农家乐今后将彻底消失。（据
4月19日《齐鲁晚报》）

济南南部山区拆除两个水源地的农家乐，目

的十分明确，即依法保护水源地，确保水体质量。

农家乐对水源地环境和水体质量的污染和破坏频

频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限制、整顿水源地农家乐早

已呼声四起。然而，水源地环境遭受破坏，水体遭

到污染，农家乐确实有责任，但还不是“罪魁祸首”。

水源地的作用不言而喻，奇怪的是，附着在水

源地的旅游价值，得到了野蛮发掘。由于地处偏

僻，有山有水，风景秀美，空气清新，水源地普遍走

上了“水源地+旅游”的发展道路。络绎不绝的游

客，给水源地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垃圾遍地，野泳

难禁，烧烤摊林立，餐厨污水直排，甚至随地便

溺。在水源地诸多乱象中，农家乐只是水源地旅

游模式的一个衍生品，拆除农家乐，对水源地环境

保护和水体保护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每次水源地不文明行为被曝光，网民总是习

惯性地指责监管不作为，却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

水源地是拿来“玩”的吗？向城市居民提供生活用

水，这是开辟水源地的唯一目的，依傍水源地发展

旅游经济，明显是对水源地资源的滥用。剔除功

利思维，全面废止旅游化的无序开发，还原水源地

原始面貌，才是根本之道。2 （范军）

别信“天赋基因检测”

“一口唾沫，就能测出您的孩子有什么天赋；

如果他有运动基因，可能成为下一个菲尔普斯；如

果有音乐基因，可能培养成李云迪……”近期，一

项名为“天赋基因检测”的服务在国内兴起，吸引

了不少望子成龙的父母，福州也有家长不惜重金

购买该服务。（据4月19日东南网）
找到孩子的天赋所在，孩子成才就有了更大的

把握，当“天赋基因检测”来袭的时候，家长们免不了

中招。有独立医学检验机构人士表明，虽然能够通

过这样简便的方法，提取出DNA进行基因检测，但

是“天赋基因检测”混淆了统计学上的“关联关系”与

“因果关系”，缺乏大数据支撑，很难说检出了相关基

因，就表明有天赋。基因和天赋的关系，目前科学上

无任何定论，也不存在所谓的“天赋基因”。

由此看来，“天赋基因检测”前半截是科学，后

半截就完全是骗钱的忽悠。其实，让孩子参加丰

富多彩的活动，家长们自然就会发现孩子的天

赋。更重要的，即便发现了孩子的天赋，如果教育

跟不上，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伤仲永”就是

极好的明证。6 （关育兵）

10│评论 2017年4月2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丁新伟 邮箱 zysp116@163.com

对于河南白酒的发展方向问
题，侯建光是一个“嗅觉”很灵敏
的人，他深知白酒香型与风格问
题一直是豫酒的短板，豫酒的风
味、香型以及喝完后能给人留下
什么印象，是决定豫酒振兴的重
要因素。侯建光经常对周围的朋
友和员工说，若将豫酒推向全国，
就必须要有叫人记得住的香型。

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侯
建光早在 2006 年就已经开始打
造仰韶自己的工匠团队，凡是有
利于技术成长、技术进步的事儿，
他都大力支持，并向公司技术团
队明确提出“不拘一格、满足消
费、控制成本、自成一格”的16字
方针，并将最终目标锁定为：好
喝、耐喝、好受、有益。

在他的主导下，仰韶酒业积
极科研、大胆创新，并不断引进技
术力量：2013年 8月 8日，江南大
学酿酒研究中心河南分中心落户
仰韶；2015年 3月 9日，河南首个
白酒博士后研发基地落户仰韶；
2015 年 6月 9日，陶香型白酒科
研项目开题仪式举行等。

依托强大的科研优势，仰韶
酒业独创了“陶泥发酵、陶甑蒸
馏、陶坛储存、陶瓶盛装”的四陶
工艺，并成功酿造出了具备陶酱、
陶浓、陶清、陶兼形成陶融兼香风
格白酒——仰韶彩陶坊。

2016 年 11 月 25 日，仰韶研
发的陶融香型在北京通过国家级
专家鉴定，被由中国酒业协会、中
国食品发酵研究院、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等多方组成的专家团评定
为“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这标志着豫酒正式进入了
名正言顺、正本清源、源出有据的

“酒体个性时代”。
自此，中国白酒保持数十年

的香型格局被彻底打破，并且跨
越历史进入13种香型的时代，豫
酒板块也终于有了自己的香型名

片——陶（融）香型。
此次中国酒业协会在《关于

对“中国酒业科技领军人才”的表
彰决定》中这样写道：为了全面推
动酿酒产业的科技进步，弘扬创
新精神，突出表彰在酿酒产业科
技发明、技术推广、重点工程建
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
杰出业绩和重要贡献的领军人才
和优秀专家，经推荐、初步评审和
综合评审，决定授予侯建光等7名
同志“中国酒业科技领军人才”称
号。

正如一同在北京参加“中国
酒业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的河
南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感言，仰
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荣膺“中国
酒业科技领军人才”称号，无疑是
对仰韶酒业坚持创新发展之路的
有力肯定，这不仅将大大增强豫
酒板块的科技向心力，也将对中
国酒业的创新发展起到一定的引
领作用。

从“只为酿造一瓶好酒”的朴
素梦想到“中国酒业大师”，侯建
光用了20多年的时间，其中一半
时间他是在董事长岗位上忙碌。
这些年，他的头发白了很多，比过
去忙了很多，同时笑得更加从容
了很多，其实更为关键的是自信
了很多。这种自信是 20多年潜

心坚守带来的，是彩陶坊短短9年
成长为豫酒第一中高端品牌带来
的，更是每年销售成绩以 30%的
高速增长带来的。当然这些成绩
背后还有仰韶独创的营销模式的
力量和和谐、善战的团队力量。
这一切成就了仰韶产品的人气，
品牌的势气，企业发展的正气，同
时更将成就一个为社会创造更多
价值的企业！

看好仰韶！祝福仰韶！加油
仰韶！

引领豫酒板块 影响中国酒业
白酒大师侯建光26年潜心“只为酿造一瓶好酒”

□本报记者 申明贵

闻悉，河南酒业老朋友，河南仰韶酒业公

司董事长侯建光在 4 月 17 日“中国酒业科学技

术奖”颁奖典礼上被授予“中国酒业科技领军

人才”的消息时，内心的确惊讶了一番，这番惊

讶不仅是因为他 3月份在全国春季糖酒会上刚

刚被授予“中国酒业年度经济人物”称号，更是

因为此次“中国酒业科技领军人才”共评选出 7

人，侯建光是豫酒板块唯一上榜的人。

与此同时，由侯建光带队创作的《响应面

法优化陶香型窖池中异常威克汉姆酵母发酵

产乙酸乙酯条件》论文再获肯定，被授予“中国

酒业科技进步优秀论文”奖。这次代表中国白

酒最高规格的科学技术大会上，仰韶收获颇

丰，当然事件更加重大。

当时正在忙的我就立即把手头上的活儿

停了下来，赶快打开手机，进入“仰韶酒业媒体

群”，寻找文字和图片素材，在没有来得及刷朋

友圈的情况下，就上传一幅现场版的“侯建光

董事长和熊玉亮会长”的合影照片，并附上：热

烈祝贺仰韶酒业侯建光董事长在“中国酒业科

学技术奖”颁奖典礼上被授予“中国酒业科技

领军人才”。消息发出来，才松了口气，一看时

间，从打开手机到发出来，10 秒左右，自己感觉

是没有浪费一秒，争分夺秒的做一件事虽对我

而言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但这一次更是不想错

过一场朋友圈“盛宴”，一场人气极旺的关注度

比拼。当然打开手机后，却已经出现意料中的

“爆屏”。

对于仰韶而言，每次事件的传播都能达到

传统媒体、新媒体“立体融合传播、阵势强大、震

撼人心”，传播节奏有章有序，有条不紊，每次都

赢得超高的人气和关注度。这些人气是怎么来

的呢？这个问题几乎每天都有人问起。深层次

分析就会发现，人气不仅来源于“产品底气、品

牌势气、企业正气”。同时还来源于对文化的敬

仰和传承，来源于对传统技艺的坚守，更来源于

26年来的孜孜研究和匠心。“一生只为酿造一瓶

好酒”，这既是侯建光的目标，更是他天天认真

朴素坚持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位酒业大师的操

守和匠心。

酒，对于侯建光而言，不仅是一
粒粮食的深度转化过程，而是一项必
生追求的事业。

在仰韶酒业工作的 26年来，科
班出身的侯建光始终坚持理论技术
钻研、坚守工匠精神，并先后在窖泥
培养、麸曲、培养基研究、陶物质材料
与酿酒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在
《酿酒科技》《华夏酒报》《新食品》《糖
烟酒周刊》等全国重要的行业报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2015年，第二届中
国白酒科学技术大会上，由侯建光主
导的《陶质材料用于白酒生产工艺技
术研究及产品研制》项目曾获中国酒
业“白酒陈贮、勾兑、感官品评技术
10大科技成果”奖。

2016 年，中国酒业协会第五届
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期间，侯建光主导
的《仰韶超高温大曲发酵过程中微生
物变化的初步分析》论文，曾被授予

“2015年度中国酒业协会科技进步
优秀论文奖”，填补了豫酒该奖项的
空白。

在仰韶酒业，酿酒师勾调好的每
一批酒品，在出厂之前，侯建光都要
亲自品尝。而且，无论是在会议现场
还是要宴请客户，只要有他出现的场

合，碰到餐桌上的仰韶酒，他都会第
一个开瓶拿来品尝一番，也正是这种
工匠精神才有的态度，促使仰韶酒的
品质愈加臻美。

2015年，在获悉即将举办 2015
第三届全国白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
的消息后，作为一个业务繁忙的企业
董事长，侯建光毅然决定参加比赛，
并在处理好日常的管理、经营、外务
等工作后，静下心来钻研酿酒理论知
识，关起门来练习品酒技能，有时练
习到深夜或凌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轮理论
答题及 16轮现场尝评，最终侯建光
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酒业协会聘任
为“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成为中国
最懂酒的董事长，不仅为豫酒赢得了
荣誉，更彰显了其匠人精神。

此次侯建光被授予“中国酒业科
技领军人才”称号，这是继中国酒业年
度经济人物、2016河南经济年度人物、
中国白酒工艺大师、国家级白酒评委、
中国酒业仪狄·卓越成就奖、中国酒业
品类建设功勋人物后，侯建光再获殊
荣，这份殊荣不仅仅是侯建光个人的
荣耀，更是外界对仰韶酒业近年来坚
持创新发展之路的一次有力肯定。

26年坚守：只为酿造一瓶好酒

孜孜研究：只为振兴豫酒产业

熊玉亮会长和侯建光董事长在颁奖现场合影

认真品酒

奖杯和证书

“中国酒业科技领军人才”获奖者合影

记者手记

品味“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