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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予涵

由于科研项目投入大且周期长，不确定因素
较多，科研人员、单位、企业往往心存顾虑，一旦
研发失败，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宁波在全国
首创“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损失保险”，为高风险
的科技型企业助一臂之力，旨在激发科技型企业
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热情。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是
前提 。辛苦研发多年 ，却发现市场变了风向 ，大
笔经费打了水漂， 这是许多科技型企业心头的
“苦水 ”。企业研发 ，既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
同时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来实现其探索 。
那些在当下看起来没有实用价值的基础研究 ，

有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展现出 “无用之用乃大
用 ”的巨大创新价值 。正因此 ，激励创新就不能
按照基于常规工作的绩效激励机制， 而应该适
应创新的独特特点， 寻找资本与科技结合的最
佳方式。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是刺激科技创新、促进
研发投入增长的主要手段。日前，财政部、税务总
局、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等文件，对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进行了完善，扩大了适用税前加计扣
除的研发费用和研发活动范围， 简化了审核管
理。但也要看到，政府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资助
和支持，顾及的企业面有限制，且多为企业研发
成功后的奖励，对研发初始阶段的经费补贴量少

面窄，无法完全舒缓企业的后顾之忧。
科研失败，保险买单，是将企业独自承担的

科研风险降到最低，让企业更好适应创新高度不
确定的性质，给予企业家和创业者更多的试错空
间、更长的发展时段，让他们着眼于长远目标而
不是快速变现。如今，“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的推
出， 一旦企业的研发成果未能通过后续试验，或
未能形成新产品，不能赢得市场，则视为项目失
败，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后即可获得理赔。据悉，
保险公司还将帮助企业规范科研环节管理，提高
科研成功率。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好政策，能够促进
更多企业放心大胆地加大研发投入，激发出更多
创业创新的可能性。

王玉宝

古语有云，不患寡、患不均。公正
始终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一块压舱石。
对今天的孩子而言， 特别是参加高考
的学生而言，分数就是最大的公正。

浙江省委、省政府果断出手，成立
调查组， 对11月份浙江英语高考加权
赋分决策给出权威调查结果和处置意
见， 认定这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
成的重大责任事故。大量学生和家长
听闻这一消息，第一时间涌入网络空
间欢呼留言， 欢呼奋斗得到认可，欢
呼那每一滴流淌过的汗水都没有付
诸东流。 这就是民意对公正最朴素的
“拥戴”。

平心而论，当下青年成才，并非只
有高考一条路。但是，话说回来，既然
大家在同一个考场考试， 就应该让真
实的分数一较高下， 让分数来为过去
十数年寒窗苦读的付出“代言”。既然
同台竞技，每一分都来不得虚假，每一
分都要“师出有名”。

高考是我国一项基本教育制度，
高考的公平公正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很多学生反映，11月份浙江高考英语
科目成绩出来之后， 他们发现大量平
时成绩远远低于自己的同学， 分数纷
纷超越自己，感到不可思议。高考分数
谁不想多一点？ 这份心情所有人都能
理解。可是，破坏了公平规则的加分，
谁敢要，又怎么能要？随意加分，实际
上与鼓励不劳而获无异。

事实证明，此次加权赋分不科学、
不合理、不公正，给高考公正带来了负
面影响。所幸，浙江省委、省政府充分
调查，迅速“复盘”错误决策的真相，本
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有什么错纠什
么错的态度， 取消这次考试的加权赋
分， 恢复原始得分， 及时为高考公正
“止损”，把高考公正拉回到正确轨道。

从呵护高考成绩的每一分开始，
从呵护每一位奋斗中青年学子的梦想
开始， 让我们的孩子都相信每一滴汗
水都值得流淌， 公平正义的大树必定
会茁壮成长。

丁慎毅

日前， 湖南某大学后勤部门发布
通知，称热水系统升级改造，之后更换
宿舍内的热水表， 原有的热水卡无法
使用，需要下载专门的APP“扫码 ”才
能洗澡。有学生在微博上吐槽：用APP
洗澡操作起来不仅麻烦， 而且费用攀
升不少，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身处智能时代， 工作和生活中用
手机APP来处理事情， 似乎成了不二
选择，不然会显得有些和时代脱节。高
校建设智慧校园的举措值得肯定。但
是校园内各种APP泛滥，让学生“不堪
重负 ”。打热水有个APP，刷网课有个
APP，如今洗澡也要用APP，难怪有学
生调侃道，手机不好、内存不够都没法
正常读书。

况且，不是学生用APP就等于智慧
管理。众多APP中，有实际使用价值的
又有多少？曾有媒体做过调查，有的粗
制滥造，存在不少漏洞；有的视学生市
场为“唐僧肉”，投放各类奇葩广告；有
的僵化管理，让学生自行承担损失；有

些APP容错性低，体验不佳……这显然
让校园APP管理彻底变了味，无助于改
进提升校园管理的质量效率， 而且无
形中给学生徒增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校园APP泛滥， 或已涉嫌违法侵
权。强制学生安装使用这些APP，可能
涉嫌侵犯大学生的自主消费选择权，
如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
有权自主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
项服务”。工信部《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
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 也曾明
确，“提供移动智能终端预置软件……
应依法维护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不得侵犯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学校
完全可以设立菜单， 哪些是为了让所
有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必须选择的，
哪些是学生可选可不选的。

校园一直被商家视为 “香饽饽”。
校园APP野蛮生长的背后， 商家看重
的是大学校园这个“市场”，校方瞅准
的可能是智慧校园的政绩， 这是问题
的症结所在。APP能不能进入校园，取
决于学校。 学校推广APP要理性且谨
慎，提供便利而不是添堵。

� � � � 深圳某学校官网挂出《关于学位申请的
补充要求告示》 提及， 从2019年4月30日开
始，申请该校学位的家庭，购买的住房面积
按30平方米、50平方米划分后， 对购买年限
和居住年限做出了1年至6年的限制。此事经
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该校连夜在其官网上
宣布取消《告示》。

迫于舆论压力，这件事暂时取得了民意
的胜利。但这种做法侧面反映出有些地方的
教育成为利益的附属品，真正消除这种以住
房面积作为入学条件的做派还是任重道远。

图/朱慧卿 文/贺成

为“科研失败保险买单”叫好 呵护高考公正
让孩子们相信每滴汗水都值得

校园APP推广须理性且谨慎

余明辉

一位拆弹专家在实验室、农场等场所拆除炸
弹均告失败，其躯体逐渐被炸光，最后只剩一只
手，但总能回到家并被爸妈“认出”……这些诡异
的场景，出自某品牌的一则广告，为的是宣传指
纹识别的功能。

为了促销造势，做广告无可厚非。这些年，我
们也看到了很多脑洞大开的创意广告，受欢迎的
原因就在于突破常规、别具一格。但是，这则寻求
“暴力美学”的广告，践踏了法律和道德红线。网
友怒指其侮辱“排雷战士”，甚至连江苏网警都看

不下去，发帖直接怒怼“不要把无知当创意，把恶
搞当搞笑”。在舆论压力下，当事企业迅速撤掉广
告、向公众道歉，这是应该且必须的。

广告推出之时，正逢“排雷英雄”杜富国备受
关注。这位年轻的南部战区陆军士官，在进行扫
雷作业时突遇爆炸，危急时刻挡开战友，自己却
不幸被炸伤致残，失去了双手和双眼。广告影射
“拆弹专家”断手断脚，明显是“蹭热度”。

5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
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
场所 、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 、电影 、出版物

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广告法》也明确规定，不
得含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
尚的内容。

让人遗憾的是，如此明确的规定之下，仍有
不少企业屡次违反。不是没有遭到社会和舆论的
挞伐，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而是相关管理部门
的处罚失之于宽、软，使得这些企业为此付出的
违法违规代价太小，不足以震慑和以儆效尤。

突破常规，但绝不是毫无操守、突破底线。因
此，涉事企业虽然面对舆论等压力撤掉了广告并
道歉，但这并不代表此事就此可以结束。希望有
关部门及时有效跟进调查和处理，研判这则广告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违法并严肃处理，真正以法律
捍卫英雄。

营销岂能拿英雄博眼球

让教育归教育
让楼市归楼市

新闻漫画

50平方米以下住房
限制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