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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 16 日 12 时 46 分，四
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北纬 28.24
度，东经 104.95 度）发生 5.7 级地
震， 震源深度 12 千米。 截至 12
月 17 日 7 时 30 分， 此次地震共
造成 17 人轻伤， 均送往乡镇卫
生院救治，其中 6 人已出院。 初
步统计， 房屋一般受损 6936 户
1.09 万间， 严重受损 231 户 526
间，倒塌 15 户 23 间，共转移安置
386 人。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启
动 IV 级应急响应救灾指挥机
制。 四川消防总队前往地震灾区
开展救援。 中国地震局启动现场
调查和烈度评定等工作， 四川、
云南两省地震局正全力协助地
方开展房屋受损情况排查和受
灾群众安置。

与此同时，社会力量也行动
起来。 据四川发布客户端记者了
解，西林凤腾通航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救援机制，准备了两架空客
H125 直升机，用于空中救援。

作为灾害救援中最快速的
交通工具之一，航空救援在灾害
救援中的运用越来越多。 自汶川
地震以来的多次国内外灾害响
应中，多次出现民用航空力量和
社会组织合作救灾救援的案例。
但这种合作目前还处于个案合
作阶段，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协同
机制。

为了进一步加强航空企业
与社会组织的相互了解，提升航
空应急救援协同水平，促进航空
救援有关机制与模式改进，12 月
14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组织召开

了民用航空与社会组织协同救
灾研讨会，来自航空企业、社会
组织的代表和相关专家就此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

鼓励通用航空参与应急救援

“我国航空救援起步比较
迟，但发展十分迅速。 ”中国民用
航空应急救援联盟秘书长孙守
军表示。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截至 2015 年底，通用机
场超过 300个，通用航空企业 281
家， 在册通用航空器 1874 架，
2015年飞行量达 73.2万小时。

《指导意见》提出，要扩大公
益服务，鼓励和加强通用航空在
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等领域的应
用， 完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提
升快速反应能力。

在此前后，民用航空企业已
经多次在地震等灾害发生后参
与救援工作。

据孙守军介绍，2017 年，九
寨沟地震发生后，通过联盟半个
小时就调集了多架直升机和无
人机，参与了接送专家、物资转
运等工作。

中国的民用航空企业甚至
还走出国门， 开展了灾害救援。
2015 年， 缅甸遭遇特大洪涝灾
害，中信海直的一架直升机就执
行了水灾救援工作。“这是第一
次有中国直升机搭载任务员在
海外执行救灾任务。 ”中信缅甸
（香港） 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传福表示。
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尼泊

尔地震、厄瓜多尔地震救援时也
多次搭乘使用了直升机。

需解决政策、人员、资金等
多方面问题

随着民用航空越来越多的
参与到应急救援中， 其发挥的
作用也越来越多，包括：灾情实
时监控和侦察、 灾情实时动态
研判与协调、 救援队伍和应急
救援物资投送、 伤员灾民医疗
救援物资投送等。 尤其是地震、
洪灾等发生后形成人员、 信息
孤岛的情况下。

但是，由于民间航空救援是
一个新生事物，还存在多种多样
的问题需要克服。

首先，在这一领域还缺乏相
应的政策支持。“如何把民间航
空救援纳入到国家应急救援体
系，国家购买服务如何操作等都
需要探索。 ”孙守军表示。

其次，需要大量接受过专业
培训的人员。

一方面，社会组织等明民间
力量对航空救援并不熟悉，需要
培养大量掌握航空保障等相关
后勤技能的社会应急处置人员。

例如， 当社会组织到达灾区
呼叫直升机之前起码需要知道如
何为直升机找到合适的起降点。

另一方面，航空企业本身也
需要配备专业的救援人员。 例
如，救生员、绞车手、飞行医生、
地面引导员等，这其中有些航空

企业可以自己培养，但有些需要
社会培养。

再次， 航空救援的费用还没
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发动机一
响，黄金万两”，航空救援会产生
颇为可观的费用， 航空企业不可
能无限制的付出，费用从哪里出？
政府购买服务方面， 还没有合适
的产品标准； 社会组织的财务系
统里也还没有这一支出项目。

此外，还存在基础设施严重
不足、社会认知度低、信息不畅
等一系列问题。

创建基金支持航空救援

“航空界有能力有意愿，但
机制还没有建立，航空公司和社
会组织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 ”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

珂表示。
面对这一现状，究竟该如何做？
“航空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

互相不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要建立社企沟通机制，探索战略
合作。 ”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
援部助理主任刘志华表示。

王珂则提出， 要成立平台，
制定标准，推动政策发展。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王英颉则认为，双方应该通过
合作救援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
提高航空救援在政府、社会等的
认知度。

中国地震搜救中心总工程
师曲国胜建议创建基金，开展重
特大灾害低空应急救援行动、打
造低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示范
项目、构建低空应急救援培训科
目和体系……

民用航空与社会组织协同救灾研讨会召开

民用航空与社会组织需建立协同救灾机制
■ 本报记者 王勇

准备参与执行宜宾地震救援的直升机

（上接 08 版）
再一个，还是要增加直接金

融，也就是债市。 我们国家的企
业债几乎是零，比如今年新三板
面临着上海科创板的冲击，科创
板将来是注册制，一注册就可以
上市，那么，这些新三板谁还去
挂牌？ 新三板其中的一个用处就
是作为地方性的债市，可以有承
销商承销企业的债券，这样便可
以给一些不大不小的企业一些
机会，比如：发一些地方性的债。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

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
长效机制还是要做改革，不做改
革没办法推，过去这 20 年，基本
都是靠行政命令从背后推着银
行去做的。

《公益时报》：过去大家对民
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
放全过程，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全过程。 最早我们认
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
为它是有益的补充， 再到后来，
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 ，你认
为对民营经济的理解还有没有
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姚洋 ：当然有可能，如果论
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来说，城镇的
就业率民营企业提供了 80%，剩
下的 20%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就
业，真正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占
比相对较少。 我觉得今后应该淡
化所有制，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
国有企业，没有必要非要分得那
么细， 应该打破所有制的迷思。
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以国有
企业为基础，这个问题是可以讨
论的，我认为不一定！ 什么叫社
会主义？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有
很多手段，比如税收调节、政府
再分配、政府投资、政府对老百

姓更加关注等，这都可以实现社
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所
有制就没有必要去强调了。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勇于
冒险

《公益时报 》：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做
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公益领域
也表现突出 ， 比如精准扶贫领
域。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
现。那么你是如何理解企业家精
神的？

姚洋：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最
核心的就是勇于冒险，比如宋国
青，他是芝加哥博士，他有个弟
弟刚初中毕业， 是做国际期货
的，结果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弟
弟赚得多，为什么呢？ 一个学者，
擅长有很多的分析， 不敢冒险，
而他弟弟就敢冒险。 企业家一定
要敢于冒险，至于未来会是什么
样，拼搏了才知道，而学者都想
去分析清楚。 张维迎老师说，企
业家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失
败的企业家大家都说他是骗子，
然而他若是成功了就夸他真了
不起。

过去有一段时间，总有一种
说法： 中国企业没有社会担当，

捐款太少。 事实上，过去十年，企
业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金额越来
越高。 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捐款其
实并不亚于美国，知名企业家捐
款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论这个
比例，中国要比美国的企业家捐
的多。 当然，我们远远超过欧洲，
欧洲根本没有捐款的传统，日本
也没有。 企业家从以前的零零星
星捐赠到现在系统性救助，通过
慈善改变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
完全停留在“给钱”的层面。 如
今，企业家捐赠都强调有一个系
统性的设计，通过捐款去改变社
会行为的方式， 创造一种模式，
并且让这种模式可复制，在某种
意义上这是创造了新的社会管
理和社会运转的模式。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中
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和
担当？ 如何引导他们发挥这种精
神，如何引导他们积极解决社会
问题？

姚洋：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做
的：第一，给企业家一个制度的
保障，不能再把今年上半年的事
情重演一遍，在制度上要给企业
家足够的保障，让他们放心做企
业；第二，企业家自己多交流经
验，互相提高；第三，针对中小型
企业要提高管理能力，除了重视

企业内部的管理外，中小型企业
也应该关注国家的政策和方向。
因此， 中小企业应设立研究部
门、规划部门，研究国家政策以
及把控整个行业的趋势动态，也
可将两个部门放在一起。 企业做
到一定程度一定得有这样的部
门，有三五个专职人员，给公司
做咨询。 如今，只有一些大型企
业有这样的部门，规划研究部门
的设立应该引起小企业的高度
重视。

《公益时报》：本届中国公益
年会将以企业家群体为主体 ，探
讨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和企业家
的公益创新，你对这样一届公益
年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姚洋：我认为公益年会应该
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
的一个平台，公益的最高境界就
是把公益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
分，这样做公益就不累了。 其实
每个行业都可以找到自己做公
益的方式，比如房地产可以侧重
做环境保护、节能建筑等，可以
推广和资助这方面的研究，这也
属于企业战略的一部分，研究出
来后既可以拿过来用，也可以降
低成本。 如果能够通过中国公益
年会鼓励大家做这样的公益，我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