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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婵

6月22日，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河南省利

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

退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明显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

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等重点行业，凡是能耗、环保、安全、

技术达不到标准，生产不合格产品和

淘汰类产能均为落后产能，必须依法

依规严格关停退出。（据河南日报客
户端6月23日报道）

据了解，此番新规，对重点行业

的质量、安全、技术等方面的要求标

准相比过去更加严格和具体化，对

落后产能的认定范围覆盖更广。从

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

律法规、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

段转变，界定标准也由主要依靠装

备规模、工艺技术标准向能耗、环

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综合标准转

变，形成多标准、多部门、多渠道推

进，确保落后产能应退尽退。

我省工业产能过剩矛盾长期存

在，落后产能不仅阻碍经济活力，也

严重拖累了环境质量。空气污染天

数较多，水污染形势也很严峻。在

工信部去产能刚性指标的约束下，

淘汰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的落

后产能，是近年来我省强力推行的

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但客观地看，因积弊较重与改

革力度所限，我省淘汰落后产能的目

标未完全达标，计划没能全面实现。

尤其是传统的五大重点行业——钢

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或

为多年来的地方财政支柱，或因改革

阵痛面临重重矛盾，不敢碰、不敢停、

不敢断的思维障碍普遍存在，“谁关

谁吃亏、先关先吃亏”的错误思想普

遍存在，缺乏痛下决心、毫不犹豫的

果敢与担当，导致淘汰落后产能的目

标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陈润儿省长在省政府常务会议

相关专题研究时曾表态，对落后产

能的关闭退出“关就必须关死，退就

必须到位”，不留退路，不留缝隙，推

动煤炭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和脱困发

展。本次《方案》出台，展现了我省

对淘汰落后产能“咬紧牙关、痛下决

心”的勇气，更彰显了贯彻落实中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的坚定信念

与空前力度。

不仅明确要淘汰，也要明确怎样

淘汰，目标与路径有机契合，是推动

这项工作的基本前提。对此，《方案》

科学界定、有效扶持，探索了诸多的

政策与手段。如对未按期完成落后

产能退出的企业，将纳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等措施，便是对惩戒约束

手段的进一步强化；对未按期退出落

后产能的企业，严控新增授信，压缩

退出存量贷款，运用市场化手段妥善

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从现

代金融手段入手“破局”；进一步加大

资金、技术与政策扶持力度，推广迭

代技术、执行阶梯价格，区分效益前

景，控管结合，确保退出落后产能工

作顺利开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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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近期在昆明市盘龙江不时发生的落水事件，引发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2 日下午，昆明市公布了《滇池流

域河道救生设施设置方案》，明确沿河岸线在栏杆或岸

线位置，平均每 200米间距设置救生爬梯 1座及救生圈和

救生绳 1 套，遇亲水平台或沿岸下江梯级时救生圈和救

生绳加装 2套。（见6月25日《云南日报》）
河道，不仅有排涝防洪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河道

的景观和生态功能越来越明显。当然，与水相伴的还有安

全隐患，无论是想不开故意跳河，还是不慎跌入河中，旁人

的及时施救往往可以救人性命。但是，河道周边急救设施

缺失，不仅会耽误救人速度，更会给施救者带来危害。为河

道配备上救生设施，无疑会给生命安全增添一份保障。

另外也可以在河道周边设置警示牌，提醒公众河道

近岸水深、下水危险，以及报警途径、救助程序、设施管理

单位及联系方式等内容，一方面可以约束公众的“近水”行

为，远离危险之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施救提供规范及流

程，大大提高安全系数。多一些事前防范，人的生命就能

够多一些安全保障。当然，这些河道救生设施的设置还需

关注两点：一是管护好这些公共设施，不能谁想拿就拿，二

是确保这些设施随时能用，这就需要定期检修、调换、维

护，确保设施随时派上用场。7 （杨玉龙）

□戴先任

从去年冬天儿子上幼儿园开

始，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的李里只

要有空，就会牵上牛或者驴接送孩

子。往牛鼻子上拴根绳，再在牛背

上搭上垫子，3岁儿子坐上去以后，

李里拿上铲子牵着牛，就送孩子去

幼儿园了，途中还会带孩子背诵古

诗词经典，据说这样“沟通了人、物

与自然，父与子的感情。”李里平时

醉心国学，觉得“传统文化应该贯穿

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而骑牛或

者骑驴，在他看来，便是在“行”方面

的尝试。（见6月25日《成都商报》)
让三岁儿子骑牛上幼儿园，这

件事显得很新鲜；在路上让孩子背

诵古诗词经典，让人恍然看到了古

诗词中所营造的美妙意境；这名父

亲的育儿方法也别具一格，挺有新

意。在现代社会，确实有很多孩子

缺少与自然万物亲近的机会，自小

便被“电子保姆”包围，生活在钢筋

水泥构筑的城市里，连星星、月亮都

难看清。这名父亲的“复古”育儿方

法可能确实能够沟通“人、物与自

然”，沟通“父与子的感情”，但要说骑

骑牛就是将传统文化贯穿到“行”上

了，未免贻笑大方。

且不说孩子骑牛上学一路“危机

四伏”，比如动物容易受到惊吓，在马

路骑牛或骑驴容易造成交通安全隐

患，况且骑牛或骑驴又慢又麻烦，完

全没有必要。单说让孩子接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多与自然亲近，就完全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多带

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带孩子到农村体

验生活等，不一定非要在形式上追求

“复古”。一个简单的道理，不是骑马

就能成王子，不是骑牛就能变成博学

的李聃。以为回归原始的交通方式，

就能将传统文化贯穿在“行”上，未免

有“刻舟求剑”的味道。

让孩子骑牛上学，让孩子完全像

科技落后时代的人一样生活，这在

无形中摒弃了现代文化，摒弃了现代

生活的美好，不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

了不便，也容易对孩子灌输不合时宜

的思想。要让孩子多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避免孩子被禁锢在教室与家

中，并不意味着就要否定现代文明

成果，也不是要机械地复制古人的

生活方式。就像学习与领悟传统文

化，并不一定要翻出泛黄的线装书，

通过电脑、手机，照样能做到。

让孩子拒绝现代文明，是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这不仅是

对现代文明的误解，也是对传统文化

的误读。在育子问题上，父母既不能

把孩子完全交给“电子保姆”，让孩子

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不能让

孩子“穿越回过去”，与现代生活脱

节、脱钩，更不能把孩子变成自己激

进观念的“试验品”。只有抱着真正

对孩子负责的态度，变得更理性辨证

一些，才能让孩子自由成长。7

上周约有 5 万把共享雨伞现身杭州街头，它们分布

在火车站、地铁站、商场等公共区域。但近日市民发现

“共享雨伞”不见了踪影，原来被城管执法部门“收缴”了

去，理由是“共享雨伞”存在侵占公用设施的情况。（见6
月25日《钱江晚报》）

共享雨伞不能“遮挡”公共规则。共享雨伞的“下架”，

并非城管“多管闲事”，而是依据相关规定依法作为。共享

雨伞进入公共区域，必须“守规矩”，即便有共享禀赋，也不

可任性。只有在规则的框架之下，共享雨伞才能更好地发

挥共享属性的功能，才能取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否则，就容

易对公共场所产生“负效应”。或者讲，虽能收获共享所带

来的便利，但也会由此损害到公共秩序。

在共享经济方面共享单车起步较早，便民的同时也

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随意停放占用公共空间。眼下

针对共享单车存在的“先天不足”，各地正在积极探索规范

之策，这也告诉我们，共享单车也好，共享雨伞也罢，都不

能影响到公共秩序，人为增加公共安全的不确定性。同

时，对共享不宜简单理解、狭隘理解以至于教条理解，正确

之策是，激活内在的共享基因，秉承共享的规律，不草率，

不蛮干。任何共享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需

要配套的机制为其“遮风挡雨”。3 （李云）

本次《方案》出台，展

现了我省对淘汰落后产

能“咬紧牙关、痛下决心”

的勇气，更彰显了贯彻落

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精神的坚定信念与空

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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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版新规”彰显去产能力度

“骑牛上学”就是弘扬传统文化？

共享雨伞不能
“遮挡”公共规则

救生设施应成
河道设置标配

近几年来，比特币的火爆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数字货币这一新
生事物。然而，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利用这一新概念炮制了一个
又一个骗局。近日，央行货币金银局的官网就此发布了一条“风险提
示”。（见6月25日《北京青年报》）7 图/王怀申

2016年 10月，中国国际
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决赛暨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
标赛举行，郑州航院的航模队
荣获“十年磨一剑”特别奖，并
斩获多个奖项

2016“创新创业”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总决赛上，“郑航队”获
全国总决赛冠军

走进郑州航院特别策划之三

就业有实力 创新有能力 发展有潜力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李绍巍

“苹果之父”乔布斯曾说：“相信自己
能改变世界的人最终就能改变世界。”

果然，创新不止的苹果开发出了很
多改变世界改变人们生活习惯的产品。

是的，“创新”已成为这个时代的
热词和标志，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创造新世界、开创新生活。

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大学生，正是
创新型人才的后备军。“为了培养出更
多创新创业的人才和先锋，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和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作
出更大贡献，同时实现大学生更高质
量的就业创业，郑州航院把创新创业
教育融入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文化传承等教育工作的方方面
面，取得了实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院长李勇说。

多措并举 点亮双创

目前，国家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
泛开展，创新创业引领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高校青年学
生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有效激
发他们的创新创业热情、培养他们的
创新创业能力，需要学校正向引导，大
力改进课程体系建设。

郑州航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建设，积极构建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采取了行
之有效的措施：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
才培养方案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确保学
生创新创业的知识、能力、素质达到预期
目标；调整现有课程结构体系，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类必修课程，特
别是在专业教育中融汇创新创业教育，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在相关领域、行业开
展创新创业的针对性教育；制定创新学
分管理办法，在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必
修的创新实践学分，保证每一个学生都
能接受最基本的创新创业教育，同时积
极鼓励学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等比赛，大力实施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对参与学科竞赛和创
业实践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给予适当的
创新学分奖励；与中国创业智库合作，引

进优秀创业教育资源和成熟的实践教学
模式，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资源平台。

而今，在高校转型发展的大背景
下，高校的创业教育也亟须实现三大转
型：从提高就业率向提升就业层次和就
业质量转型，从创业实践教育向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转型，从培养自
主创业者为主向培养岗位创业者为主
转型。郑州航院在创业教育三大转型
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是在创
业教育中树立协同办学、协同创新理
念，改变教学观念，整合校内教学资源，
充分利用校外资源，构建创新创业平台
和师资队伍，组建由校内优秀师资、优
秀校友、产业界领袖、创新创业实践者
共同组成的学术与实务相结合、创新与
创业相结合的课程教授和创业导师、创
投导师团队，推进协同创新培养创业人
才；二是建立毕业生就业追踪制度，加
大用人单位的回访交流，制定《毕业生
回访工作实施办法》，建立学校、院
（部）、专业机构三级回访机制，深入用
人单位了解人才需求，根据反馈意见，
及时调整学生培养方案，提高毕业生知
识结构和能力水平与企业需求吻合度；
三是充分利用与中国创业智库合作搭
建的创新创业服务与支撑平台，营造浓
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在做好学生专业知
识教育的基础上，加大创新创业理念教
育，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名师引路 政策护航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只有一流的教师队伍，才
能创造一流的教育业绩,才能真正提
高办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郑州航院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
设，通过蓝天人才工程、英才培育计
划、教师能力提升计划锻造名师队伍。

实施蓝天人才工程，构建由杰出人
才、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实验教师、管
理服务人员等组成的结构合理、业务精
湛、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教职工队
伍。在优先发展学科领域引育以院士、
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为
代表的蓝天杰出人才，以中原学者、省
特聘教授为代表的蓝天领军人才，以校
特聘教授和海内外优秀博士为代表的
蓝天骨干人才。在专业实践教学领域，
扩大双师素质兼职教师队伍规模，逐步

提高双师素质兼职教师授课比例；从政
产学研合作单位引进一批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带动
教师队伍双师素质提升。

实施英才培育计划，选派中青年
骨干教师到国内外一流大学、研究机
构、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学习研修、挂
职锻炼、合作交流，使其尽快脱颖而
出，成长为本学科方向拔尖人才或有
影响力的教学名师。

实施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加大中
青年教师培养力度，对新进教师实施

科研强化、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全面提
升新进教师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综
合素质，帮助和指导新进教师更好地
融入教学科研团队；建立多元化教师
培训体系，组织所有专任教师参加教
学技能培训、双师素质培训等各类培
训，实现全员轮训。

除了培养名师，郑州航院还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措施：加
强创新创业顶层设计，有效整合校内资
源、聚合校外资源，建立校院两级创新
创业平台，形成相互有效支撑、分工协

作的机制；支持举办各类科技创新、创
意设计、创业计划等专题竞赛，搭建学
生创新创业服务与支撑平台，加大对学
生创业行为的扶持，努力营造浓厚的创
新创业氛围；深化大学生创新能力训练
体系建设，引导本科生进入实验室从事
部分科研工作，不断建设和完善大学生
创新训练体系；为解决学生参与创新创
业实践在时间上的制约，学校将在学分
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选课制度，并为学
生延长修业年限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

既重实力 更重潜力

以创新为关键、以平台为载体，除
了常态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
力，郑州航院还通过支持鼓励学生参
加赛事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培
养出了一批创新型人才，频频获得世
界、全国、全省大奖。

4个多月前，全球设计界备受瞩目
的 IF DESIGN TALENT AWARD
2017设计大奖揭晓，郑州航院学生田
帆帆、宋杰、惠钰杰、李国清在何景浩
老 师 指 导 下 完 成 的 作 品《BACK-
HOME》(《回家》)，从全球众多作品中
脱颖而出，荣获 IF 设计“新秀奖”。
《BACK HOME》是一款利用手机指
纹识别技术，帮助家人寻找走失者和
帮助走失者寻找家的APP。它不仅科
技含量高，更蕴含着温暖的人文关怀。

除了《BACK HOME》，近年来郑
州航院创新成果亮点频出，充分展示
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成果。

去年 7月，2016“创新创业”全国
管理决策模拟大赛总决赛举行，该校
工商管理学院的“郑航队”获全国总决
赛冠军，指导教师孔令富获“全国优秀
指导教师”荣誉称号。在历届传承的
冠军奖杯上，有了“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的名字。

去年10月，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
挑战赛总决赛暨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
模型锦标赛举行，郑州航院航模队荣
获“十年磨一剑”特别奖，并斩获多个
奖项：在空对地侦察项目中勇夺一等
奖；限距载重空投项目分获个人赛亚
军、第五名，团体赛亚军；限时载运空
投项目获团体第五名；电动滑翔机项
目获个人二等奖；垂直起降载运项目

获个人二等奖、三等奖；太阳能飞机获
三等奖；嫦娥奔月获个人第三名；科技
创新评比斩获一、二、三等奖。航模队
2005年成立，如今已经可以和国内知
名航空院校同台竞技，而且拥有一定
的实力。

去年10月，荣获“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的创新作品“轮
转式硬币清点机”，就是该校机电工程
学院师生协作创新的成果，也是我省
唯一荣获全国一等奖的项目。能在全
国性的比赛中获奖绝非偶然，一项成
就的背后总是有着多年的心血投入。
机电工程学院实验室自 2005年成立
以来，不少作品在省赛、国赛中获奖。

今年5月，在第十三届“挑战杯”河
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上，郑州航院共有14件作品入围终审
决赛，数量创历史新高。此外，郑州航
院喜捧“优胜杯”，是该校参加历届“挑
战杯”以来获得的最高集体荣誉。

今年5月，2017年创行世界杯中国
站决赛在北京举行。郑州航院创行团
队凭借“伏光绿荫”项目在传统强队云
集的小组中脱颖而出，以小组第一晋级

“2017年创行世界杯中国站社会创新
大赛”全国19强，并获得全国二等奖，
实现该项赛事的历史性突破。“伏光绿
荫”项目通过构建“光伏-自动化喷灌系
统”，能有效解决农业生产力低下、资源
浪费严重等问题，助力实现现代化可持
续农业的发展目标。据了解，郑州航院
创行团队自2009年成立以来，凭借“禽
能补竹”“鳞漓尽致”等项目在各项大学
生创新创业赛事中均取得优异成绩。

少数出类拔萃者喜捧大奖固然可
喜，大多数同学在潜移默化中大大提
高了自己的创新创业能力更让教育者
们欣慰。

正如郑州航院党委书记梁晓夏所
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于个人、家
庭、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往大处看，
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体现了高
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从小处说，创新思维能改变一个人的
命运，无论大学毕业后是就业还是创
业，创新思维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都
是不可或缺的素质。成绩属于过去，
未来，学校还将创造更好的创新创业
环境，助力同学们人生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