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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驻马店黄淮学院经管系三下乡企业帮扶团队赴一线企业锻炼。

图②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来到辉县市常村镇蔬菜水果种植
基地，对蔬菜水果进行病虫害防治，同时进行蔬菜水果采摘、保鲜包装、送货上门等工作。

图③ 河南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研服务队到老艺人杜作兰家中，了解关于高跷、河蚌舞的
起源、发展历史、现存状况等问题。 （图片来源：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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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府网站“干”得漂亮

事实上，有很多政府网站的工作做得很好，
得到了网友的认可。比如，鹤壁市政府网站、洛
阳市政府网站和河南省地税局、省审计厅、省住

建厅、商丘市公安局、开封市龙亭区等政府网
站，功能完备，内容丰富，更新及时，很大程度上
方便了市民和网友。

据悉，2014 年，在全国市级政府网站评比
中，鹤壁市政府网站在河南省排名靠前。鹤壁
市在政府网站建设中，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以提升网上公共服务能力为重点，建设统一政
务服务平台，以网上“市长信箱”办理水平为重
点，畅通网上政民互动交流渠道。

“我们通过‘市长信箱’等栏目收集、整理公众
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呈报市领导批示，转发
有关部门落实。今年上半年共办理‘市长信箱’
1343件，答复1284件，答复率95.6%。”鹤壁市政府
电子政务办信息公开科科长常洪涛介绍，通过办
好“市长信箱”等网上栏目，使公共服务平台更加便
捷化、智慧化，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普查整改工作效果明显

目前，政府网站普查工作已经进入整改阶
段。据了解，河南省工信委和邓州市政府网等
网站，在普查工作中主动进行自查整改，积极进
行网站优化和升级改造，效果明显。

省工信委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克利 7月 15日
介绍，接到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后，省工信
委当天就安排专人对网站查找问题，并拿出具体
的解决方案。“2009 年时建了网站，2013 年的时

候，省工信厅（后更名为工信委）网站进行了一次
改版，造成一些数据丢失，部分链接成了死链
接。”李克利说，排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正
在采取技术措施，以恢复丢失的数据，目前还剩
百十条的死链接，相信近两天就可以解决问题。

目前，河南省政府网站普查工作正在进行
第二阶段（检查整改），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中。

期待建设更高效的政务平台

大河网网友“吉斯达克”：前段时间整治“僵
尸网站”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在某政府网站
的一项投票调查里，我竟然看到了许多“不满
意”的投票。这绝对是把真实的民意不打折扣
地呈现出来了，说明政府对问题不遮掩的态
度。有的网站利用大河网的“云探”智能网站诊
断检测系统，快速找到问题，对症下药，立刻大
有改观。希望做出改进的网站继续保持，千万
别一阵风过去了。

大河网网友“黄河之子”：政府网站理应成
为服务群众的第一平台。希望政府部门进一步
拓宽互联网思维，不能满足于把网站办成本部
门的“黑板报”，在技术上与服务提供商加强合
作，增加更多的应用，让政府网站成为实实在在

的信息交流平台和便民平台。

以普查整改为契机
推进“互联网+政务”建设

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刘 刚

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目的，不仅限于集中
整改盘活“僵尸网站”，而是要以此为契机，积极
推进“互联网+政务”建设。

过去 1.0时代的电子政务被指是自娱自乐、
缺乏用户的形象工程。“互联网+”时代的电子政
务，就是要充分发挥网络便捷性、即时性和交互
性的优势，在新闻发布、倾听民意的基础上，打
造集行政审批、阳光政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综
合性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将政府部门间的信
息孤岛打通，让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为个人、企
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在线政务服务，从而实现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目标，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推进“互联网+政务”建设，需要积极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服务器、交换机、云平台、
大数据等设备和技术方面，吸引通信运营商和
互联网企业参与，提供系统化、低成本的解决方
案，共同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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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要建机场了！7月 13日上午，永城市产业集
聚区与省内一家通用航空公司达成建设永城通用机
场项目的共识，并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不仅是永
城，2020年前河南省将新增 13座以上通用机场，总数
量达到 15座。此消息经大河网官方微信发布后，引发
网友关注和热议。

“飞机‘县县通’，真给力！”很多网友都给河南的
通用机场建设规划点了赞。通用航空不同于一般的
民航运输机场，通常服务于直升机等小飞机。更广泛
的用途，更均衡的分布，让通用航空显得更接地气。

“稍安勿躁。以后我的职业可能就是开飞机了。”网友
“oliver”这样畅想。

建设机场是必然，也很必要。“芒砀山旅游区，
陈官庄淮海战役纪念馆，湿地公园，浍河通航，这些
都加大了外地人到永城旅游观光的几率，增加交通
方式，也是必然，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趋
势。高铁站的设立，永城，豫东的战略位置凸显，也
是通用机场落成的必然条件。”网友“江南燕鱼”这
样说。

机场不仅可以让飞机在本市落地，还能带动航空
相关产业的发展。网友“青楼居士”建议，在机场附
近弄个航空主题公园，公园里大家能玩玩航模，甚至
可以坐直升机空中俯瞰一下中原大地的风光。不少
网友表示，物流、旅游、食品，很多行业都用得上飞
机，甚至现代农业也得靠飞机来洒农药、施肥不是？

“15 座 通 用 机 场 ，再
加上已有和规划中的干、
支线机场，河南未来的机
场要超过 20 座。可以说
18 地 市 全 覆 盖 ，甚 至 大
的县城都会有自己的机
场。河南这次真要插上
航空业的翅膀，来一次新
的 腾 飞 了 。”网 友“ 雨 点
叮咚”说。

计划下达投资 280 万元，实际投资额 2300 余万
元；批复面积 1800 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逾 9300 平方
米……调查发现，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
的湖北省建始县，存在违规超标建设办公楼问题。“超
标楼”背后，正规立项被“搭车”“注水”，以及后续监管
缺失等状况不容忽视。（大河网 7月 15日）

从 280 万元到 2300 余万元，从 1800 平方米到 9300
平方米，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办公楼，就这样

“摇身”变成了“高大上”的豪华“超标楼”。贫困县修
建如此豪华办公楼，恐怕在资金上将是一个大缺口。
那么这些资金缺口，将会由谁来买单呢？恐怕最终都
将落到当地的老百姓的身上。

拔地而起的“超标楼”，难免引起大众关注和质
疑，其既违反了中央的相关规定，浪费了财政资金，也
影响了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在这样的贫困县里，
如此大动作，如果当地不能给出个合理解释，很难让
大众信服。恐怕很难让民众买账，更是无法让贫困县
脱贫。大众难免疑惑，这样的贫困县，建这样的“超标
楼”，又有什么意义？

贫困县的“超标楼”，谁该担责？看似合规合法的
立项项目，却在修建中不断地“搭车”“注水”，严重违
规超标建设，这背后恐怕不会是简单的“不下心”，更
多的反倒是一种人为“故意”，而这些故意背后无疑直
击了监管的“软肋”。而像这样的大肆违规建设办公
楼，恐怕这当地的领导不会不知道，止不准这些违规
行为正是他们授意。不管如何，这样的“超标楼”背后
应该有人为此负责。

如果说这样的政府大楼，修的如此壮观，或者说
修的如此超标，是为了更好为人民服务吗？恐怕不
会是这样，毕竟按照批准的面积标准，肯定是足以服
务群众了，那么如此超标几倍的面积，又用来做什么
呢？大胆猜测，这样的超规办公楼，这超出的面积不
过是为了满足部分领导对办公环境的追求罢了。但
是，这贫困县的“超标楼”，恐怕已经远远脱离了当地
的现实，恐怕当地群众也不会愿看。

老百姓需要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脱贫致富奔小
康，而当地政府官员们，恐怕早已将这些使命抛诸脑
后，换来这舒适的环境、豪华的享受。贫困县的“超标
楼”，谁来为此负责？恐怕这“超标楼”的缔造者们，需
要给大众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飞机“县县通”？给力！
□本报记者 黄岱昕

6 月 23 日，焦点网谈以“提升政

府公信力需解决‘问题网站’”为题，

报道了在全国政府网站普查过程

中 ，河 南 一 些 政 府 网 站 存 在 的 问

题。20 多天过去了，河南的政府网

站有哪些变化？

7月 15日，焦点网谈记者再次随

机点开了多家政府网站的页面，发

现原来存在的“僵尸”、“开天窗”和

“睡眠”等现象，已经大大减少。网

友说，“僵尸”网站越少，群众办事才

会越方便。

“不好！11岁男孩掉进漕河溺水。河南民工
跳水救人，事后悄悄离开。”7月 11日，《扬州晚报》
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河南民工跳水救人后悄然离
开的消息，网友称其为现代版的“雷锋”。7月 14
日，《钱江晚报》报道了“六岁男童头挂保笼下身
悬空 ，河南‘托举哥’头顶手托 20多分钟”的消
息，新华社和央视微博等中央媒体跟进报道。

“河南人的正能量，河南人好样的。”众多网
友纷纷点赞。短短几天，两个河南好人的事迹，
在江苏、浙江当地和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
多家媒体报道及微博转载。

河南民工扬州跳水救人

7月 10日下午 1时许，天气闷热。11岁的男
孩小宝（化名）吃完午饭后，带着 8岁的小侄子乐
乐（化名）到漕河边嬉水时不慎失足落水，情况
十分危急。

“不好了，有人溺水了，快救人啊！”听到呼
救，正在天桥上施工的河南籍民工任师傅看见男
孩漂在水上毫无动作，已经处于溺水状态，立即
飞奔下天桥，快速跑到对岸，来不及脱去衣服就
一头跃进漕河，游到男孩附近，将其拖到了岸边。

待小宝苏醒后，任师傅回到了在路边的工棚
里，把湿了的衣服换下，又默默地投入到了工作
中。《扬州晚报》的报道才让大家知道了这件事。

“托举哥”浙江救6龄童

7月 12日上午 9点左右，浙江海宁市一独自
在家的 6岁男孩试图从二楼窗户爬出去，不料头
被铁栅栏卡住，身子悬空，随时有窒息危险。

当天河南籍民工赵笑功来到小区找老乡，就
看到孩子被卡在防盗窗铁栅栏里，命悬一线。赵

笑功立刻跑上前，从落水管爬到孩子下面的空调
外机上，一只手托着孩子的双脚，一只手抓着落
水管，并把自己脑袋让孩子踩，这样坚持了近半
个小时，直到孩子的家人赶到把孩子救下来。

小男孩被救下时，他笑了笑准备离开不愿透
知姓名，后来居民骗他说小区进出要做人员登记，
才知道了托举哥来自河南。这一过程被小区住户
拍下传到了网上，很多网民赞其为“托举哥”。

任师傅：那个事儿是应该的

任师傅是南阳市邓州人，本名任文举，6月 26
日来到扬州市打工。7月 14日，任师傅告诉记者，
当时情况危急，而岸旁人群又没有下水救人，每分
每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关乎孩子的生命，心里一急，

毫不犹豫地撒腿飞奔到岸边，来不及脱衣服就跳
到河里，拖着男孩到了河岸。目睹事发经过的工
友说，任师傅当时跑得很快，从下桥到将男孩救上
岸，不过2分钟时间。

“救上来以后，其他人帮着急救，我看到男孩
苏醒了就走了。”任师傅说。“那个事儿应该的，算
了。”整个采访过程中，不善言辞的任师傅用一
口南阳话不断重复着。据了解，《扬州晚报》将
为任文举申请“见义勇为”称号并进行表彰。

邻居：他平时就是个热心肠

7月 15日，任文举的邻居刘明选告诉记者，
任文举平时就是个热心肠，看见村里岁数大干
不了活的，自愿去帮忙。割麦天，谁家需要帮
忙，只要说一下，就会马上开着车去。

“文举为人实在，见人就笑，不太爱说话，在
村里喜欢帮助别人。文举救人的事我刚知道，

我要在村里好好宣传宣传，让大家向他学习。”
村民张成周说。

“托举哥”：当时只想救孩子

“这都是举手之劳，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
注。”7月15日记者拨通“托举哥”电话后，他的第一
句话就感动了记者。

据了解，“托举哥”名叫赵笑功，今年 43岁，
许昌人，来海宁 4个月，在工地上开挖掘机，事发
当日本来是去该小区找老乡的。赵笑功说：“俺
体重得有一百五六十斤，站上去后必须一动不
动才能保持稳定，再加上高度不够，踮着脚站了
二十多分钟，手举累了换头顶，头顶不住了用手
举，只要孩子没事儿就行了。”

“很多记者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只是想着
把孩子救下来，紧急时候能有啥想法？”托举哥
朴实地笑着说。据了解，赵笑功救人已不是第
一次，几年前，他曾救出一位落水姑娘。

河南正能量 为老乡点赞！

@福喜太：现代版的“雷峰”，值得学习！实
实在在的社会正能量，大家眼中朴实的农民工
兄弟，一次次给了我们感动。在感动的同时，我
们也更加感谢他们舍己救人的精神！

大河网友“金兵甲”：危难时刻伸援手，不求
功利不求名。他们是千千万万河南好人中的又
一代表，再次展现了河南人的侠肝义胆。

@嘎嘎：河南人好样的，先学习后点赞，这
些河南好人把正能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坎上，
也会潜移默化地带动社会风气越来越好。但是
希望在见义勇为的同时注意自身的安全，要智
救，不要让为救人而自己溺亡的悲剧重演。

（王佳 赵檬 生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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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扬州跳水救8岁娃 他海宁托举救6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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