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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政府网站在公共管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首先就应确保每个政府网站
都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而不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关键词 政府网站今日评论

今后，各级政府网站将不能
再任性地“沉睡”下去。3月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开
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
通知》，部署从2015年3月至12
月，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首次普
查。《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组织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政府
网站的检查和自查工作，采取逐
级核查等方式，加强对普查结果
的审核，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国务院办公厅将通过
系统扫描和人工复核等方式对
全国政府网站进行抽查、核查，
并对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时至今日，互联网早已不仅
仅是发布信息的平台，更是促进
了网络问政的勃兴。然而，综观
近年来发生的各种热点网络事
件，大多数来自于商业网站或者
民间论坛，与此同时，不少重金
投入的政府网站却漠然视之甚
至昏昏欲睡。移动互联时代，公
众希望能与政府网站良性地交
流互动，如果政府网站连最基本
的正常功能都维护不了，未免让
公众大失所望，于是，本该履行
服务与监督职能的政府网站，反
倒一次次成为被人批驳的对
象。政府部门发布的惨不忍睹

的PS照片不胜枚举，既有人员
飘在空中的“悬浮照”，也有色差
强烈的“阴阳脸”，一些地区的政
府网站频频因技术问题陷入瘫
痪。凡此种种，无不使人质疑这
些政府网站的价值和意义。

尽管政府部门工作内容不尽
相同，但政府网站的基本功能大
同小异：信息发布、网上办公、意
见反馈。政府网站是否“摆设”的
显著标志，就是能否具备后面两
项功能。这样的情况已经多次被
曝光——打开一个政府网站，信
息发布洋洋洒洒，机构设置一应
俱全，但拨打热线电话却多半无
人接听，点击“领导信箱”时常“正
在维护中”。无论这是刻意为之，
还是真的遭受黑客攻击，无法投
入实际使用的政府网站本身就是
形象工程——不少政府网站只是
掏一大笔钱买堆设备，然后请几
个稍微懂电脑的人制作个网页，
就算实现了“政府上网工程”。

《人民日报》曾披露：目前
100%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省级
政府、95%以上的地市级地方政
府、85%以上的区县级地方政府
建成了政府网站，然而，不少地
方政府网站虽高调上线却最终
沦为摆设，内容更新缓慢，甚至整

体处于休眠状态。毫无疑问，网
站休眠的背后是人的萎靡不振
——尽管政府网站早已蔚然成
风，但不少领导缺乏应有的服务
意识，此为责任休眠；还有一些
网站根本不具备相应的人员技
术条件，以至于页面鱼龙混杂、
惨不忍睹，此为技术休眠；更有
甚者，打造网站本就是为装点门
面，由此暴露出检查监督机制的
滞后乃至缺失，此为制度休眠。
无论何种休眠方式，当政府职能
部门连招牌都懒得打理之时，恐
怕很难令人对其寄予厚望——
自家门户都疏于清扫，如何敢奢
望他们勤政为民？

进入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
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日俱增，互联
网最大的特色在于交互性，对于
政府网站而言，加强互动是基本
作业之一，而这也正是此番国务
院办公厅部署全国政府网站普查
的用意所在。在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指引下，
政府网站肩负着传递信息、开展
服务、集纳民意等重大使命，要想
使政府网站在公共管理领域发挥
更大作用，首先就应确保每个政
府网站都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
而不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政府网站理应精神抖擞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汪昌莲 文 朱慧卿 图

3月18日，安徽宿州埇桥
区大泽乡镇水池村 44 岁的留
守女胡兰被发现已去世多日，
身旁 1 岁半的孙女也奄奄一
息。原来，胡兰的儿子魏强与
妻子一起在外地打工，3月15
日至18日，家里电话始终无人
接听，魏强遂打电话给亲戚、
邻居让去家看看。未想到等
到的是母亲去世的噩耗。经
医生鉴定，胡兰脑干出血，错
过抢救时机。（据《安徽商报》）

这 则 报 道 让 人 痛 心 不
已。当然，人们有理由指责魏
强未能尽到赡养和照看子女
的义务。据水池村村委蔡主
任介绍，胡兰生前身体不太
好，血压较高，且脑部有疾
病。魏强夫妻俩至少应留下
一个照顾一老一小，怎能放心
双双离家外出打工？

现在，每家农民的生存自
然都不易，但无论如何都不能
为了讨生活，而置父母的生死
存亡于不顾，置“与老年人分

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
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法条
于不顾，导致老人死在孤苦无
助之中。即使如今痛悔不已，
肝肠寸断，又有何益？即使对
其追究法律责任，也不能让老
人起死回生。

早在30多年前，对美国老
人死在家中竟无人知晓，笔者
曾在报纸上予以抨击。可几十
年后，同样的悲剧却不时发生
在自己周围，百度一下，类似的
悲剧事故数不胜数。

赡养老人，老有所养，不仅
是子女责任家庭的责任，也是
全社会的责任，更是各级政府
的责任。我国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已将政府、企业、医
院、社区、家庭、子女包括邻舍
等其他公民的敬老养老责任
与义务囊括，当务之急就是唤
醒地方政府、社区干部、片警、
小区保安的责任意识，唤醒邻
居、亲朋间经常往来相互守望
的乡俗伦理，建立起对留守老
人和孩童定人定期探访的救
助机制。

□王石川

3月24日，媒体报道浙江
省首个婴儿安全岛（弃婴岛）
试点转型升级，对接收弃婴进
行限制，将只接收孤儿和本地
弃婴。自 2011 年河北设立首
个婴儿安全岛以来，全国多个
城市先后设立了婴儿安全岛，
但据记者调查，3年后，这些婴
儿安全岛有的经受不住经济、
人力的压力，已经选择了关闭
和暂停。（据《新京报》）

据统计，截至去年 6 月，
全国各地已经有 16 个省区市
建立了32个“婴儿安全岛”试
点，共接收弃婴 1400 名。安
全岛就是生命岛，安全岛不
得不关闭或暂停，令人伤心
和担忧。

无论关闭还是暂停，最主
要的原因是不堪重负。如南
京的安全岛在开放三个月就
接收了 140 多名弃婴，是往年
一整年的接收量。业内人士
称，大量带有疾病或残疾的婴
儿进入福利院，需要大量的医

疗费用和精心的护理。同时，
由于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
待遇不高，人手常常处于紧缺
状态。

一方面，恶意弃婴涉嫌违
法；另一方面，弃婴饱含无奈，
如果孩子健健康康，谁舍得放
弃？有观点认为，安全岛的设
立，客观上鼓励了家长弃婴，
因此应尽快关闭安全岛，这显
然是因噎废食。如果有的家
长想弃婴，即便没有安全岛也
会抛弃。将有重病的孩子放
在安全岛，孩子或许还有明
天，若狠心扔在无人看到的地
方，孩子就性命难保。

设立弃婴岛，遵循的正是
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
的原则。让每个孩子都健康
成长，让每个弃婴都有不被抛
弃的人生，让每个生命都能有
尊严地成长，这是政府责任，
也是公民责任。弃婴岛绝不
可废止，对孩子的救助决不可
停止。当然，政府也要在防治
新生儿的先天性疾病上做出
更多努力。

景区票价乱象急需“顶层设计”
□鞠实

清明小长假在即，计划出游
的人们开始增多，一些旅游景区
门票价格酝酿上涨。3月23日，
国家旅游局表示将推进景区门票
价格改革。对此，中国社会科学
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表示，
要达到预期效果，旅游部门还需
对不同类型的景区门票定价制度
做出系统性安排。(据中新网)

景区门票“闻节涨价”、“趁
节涨价”等早已让人审丑疲劳、
悲叹奈何，但又没有停歇的迹
象。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景
区门票价格管理制度出了问题。

目前，我国大多数景区门票
的价格实行的是以省为单位、省
级统筹协调下的省、市、县三级
定价管理模式，缺少全国统一部
署。这样，全国30多个省市区
就有30多个景区门票价格管理
办法或规定，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门票涨价乱象。

首先，涨价时间节点不统

一。国家虽规定同一门票价格上
调频率不得低于3年，但具体什么
时间可涨或不可涨各地并没统一
规定。如上海、浙江规定，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的门票价格，应当
在调价前半年向社会公布，法定
节假日期间及之前1个月内，一律
不得以任何形式提高游览参观点
门票价格，而江苏等则基本没有
这方面的规定。因涨价节点没有
限制，趁节涨价现象频发，形成许
多景区事实上的趁节打劫。

其次，涨价幅度规定不统
一。虽然按照国家规定，50元
以下的不超过原票价35%；50
元至100元的(含 50元)不超过
原票价30%；100元至200元的
(含100元)不超过原票价25%；
200元以上的(含200元)不超过
原票价15%。这个调价幅度很
高了，但因新老景点最初定价不
一样，故有的用足政策，有的在
规定幅度内适当调涨，给人乱作
一团粥的感觉。

再次，调价程序不统一甚至

不透明。有的地方明确规定景
区门票涨价必须经过听证，并明
确听证代表选拔等规定；而有的
省份相关规定则很不明确。如
安徽对游览参观点(景区)门票价
格进行制定和调整，但如何听证
则只字未提。

此外，旅游景区票价都依据
哪些因素，比如景区类型、景区
级别、景区知名度、经营成本等
确定，各地也没有统一明确的规
定和规范，很大程度上也都是靠
各省价格部门等自行揣摩和掌
握，制定出来的门票价格可能是
千差万别，非常凌乱。

于是，各地景区一到节假日
就票价涨声四起，乱象频仍，普
遍贵过外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一个严重的顶层制度设计缺失和
监管问题。因此，对于景区涨价
乱象，呼吁国家层面尽快出台相
关景区门票价格管理制度，这才
能形成全国较为统一的景区门
票定价制度，进行有效管理，化
解全国景区门票涨价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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