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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网上政务服务
各地要舍得“割肉”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求各地加快清理不适
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各种规定，凡能实现
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
理；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
提交；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
位重复提供。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彰显了国务院利用
互联网技术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的决心。“三个不得”则给各地政府
划定了利企便民的底线：加快信息跑路、减少群
众跑腿没有回头路。而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
职能部门必须舍得“割肉”。

此前一段时间，“互联网+政务服务”在一
些地方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政府将服务
搬到网上，群众轻点鼠标就可实现网上办事，
减少了奔波之苦。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到

“面对网”，大大压缩了个别公务人员吃拿卡
要的空间。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
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将办事大厅搬到了“网
上”，群众却只能浏览办事流程，无法进行网上
审批申报；有的虽然开放了网上受理渠道，但核
心审批仍要群众跑腿；有的政府部门固守各自
数据信息，导致部门信息无法互通互联，信息跑
路遭遇“梗阻”。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因不在技术环节，而在
个别部门舍不得放权“割肉”。这些部门把掌握
的信息视作部门利益，认为审批服务上网晒到
阳光下，就不会有群众“求”着找上门了，权力

“自留地”就没了“收成”。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饱受诟病的政

务服务顽疾，群众对权力“自留地”里滋生的歪
风、腐败深恶痛绝。地方政府部门应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契机，加快政府职能向
服务型转变。

“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是互联网和政务服
务的简单物理叠加，而是要优化再造服务流程
和服务平台，打通数据壁垒，促进各部门、各层
级、各业务系统互联互通。

各级地方政府应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以
便民、利民、惠民为目标，勇于自我革新、努力简
政放权，依托信息技术和制度创新，提高政府感
知群众期盼、回应社会关切、服务公众需求的能
力。 （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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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在媒体发布“海南省 2014 年以来
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案件一览表”，27 起案件当中，34 人
被判刑。

虽然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食品
药品安全的治理力度，虽然因制售有
毒有害食品药品被追究刑责的案例
不时见诸报端，但当这27起案件以集
合的方式，成规模呈现于眼前，我们

仍不禁对犯罪行为之恶劣感到触目
惊心，对不法分子受到应有处罚感到
大快人心。对于惩治食品药品领域
犯罪，可能还有一种无知的论调，即

“一没偷二没抢，更没有杀人放火，只
是加工售卖些不卫生的食品，又没有
吃死人，何至于判刑处理呢”。但严
酷的事实是，犯罪分子在加工中使
用、添加的甲醛、硼砂、工业松香等物
质，有的可以引发癌症，有的会引起
食物中毒甚至导致死亡，有的会对肝
脏和肾脏造成伤害；犯罪分子生产销
售的假药，轻则贻误病情，重则产生
毒害。看清了其伤天害理的实质，才
能认识到这种犯罪行为与杀人越货、
明火执仗殊途同归，并且伤人害人于

无形，容易成为漏网之鱼，理应受到
法律严惩。事实上，“苏丹红”“毒大
米”“三聚氰胺”等食品药品犯罪现象
在一段时期中泛滥成灾、十分猖獗，
与执法司法查处打击力度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就有脱不开的关系。

对这些案件稍加留意，便可发现
涉案的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原来距离
你我并不遥远，如海口海玻市场、东
门市场，以及一些市县的重要农贸市
场，都出现过其踪影，这就不能不引
起公众的高度警惕，打击食品药品领
域犯罪，也确实需要将犯罪分子置于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近两年来，省级和各市县食药监

管局真抓严查，会同公检法部门不断

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
度，经过一轮又一轮排查，全省共端
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黑窝点”
200余个，有34人被判刑，数量是前些
年的数倍。笔者以为，在持续进行高
压打击、继续震慑以及严惩违法犯罪
分子的同时，还需要对受过法律惩处
的对象予以重点关注。部分不法分
子在接受处罚或服刑出狱之后，缺乏
其他谋生技能，容易走上重操旧业的
老路。近日哈尔滨警方破获的一起
制售假药案中，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
才两个月，就因再次制假被抓。对于
这部分人群，必须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使其认识到有毒有害食品的巨大
危害和法律道德风险，主动选择以符

合安全标准的产品取代有毒害的原
料、添加剂，为食品药品市场消除潜
在隐患。

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是一个系
统 工 程 ，绝 不 是 执 法 机 构 单 方 的
事。要改变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
高的现状，需要强调食品安全的社
会共治，形成对违法违规者的多元
威慑。民众的参与，可以增加执法
机构的执法能力，政府有必要合理
引导，发挥其积极作用。在我省食
品药品安全举报重奖机制之下，在
假冒伪劣食品人人喊打的风气之
中，希望海南的食品药品安全状况
每年都有实实在在好转，为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筑起高墙。

食药品安全需依法共治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官网
数据，截至2016年1月21日，因临
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等问
题，国家食药监总局不予批准的、
药企自查申请撤回的药品注册申
请高达1184个，占要求自查核查
总数的73%。若扣除165个免临
床，这个占比达到81%。

常言道，是药三分毒。新药的
上市与使用，尤其要慎之又慎。可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被要求
自查核查的药品中，竟有八成临床
数据造假！临床数据，是药品疗效

和安全的重要衡量依据，如此高的
造假比例，为什么依然能够顺利上
市呢？恐怕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审
批和监管出了问题。食药品安全，
涉及到千千万万民众的切身利益，
对临床数据造假现象必须零容忍，
并通过完善审批和监管等环节来
规避各种漏洞。这正是：

食药安全涉万家，
临床数据尽浮夸；
东风不与临床便，
纵使仙药也白瞎。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数据造假要严查

旅游转型呼唤定制游
大众旅游时代悄然到来，一面是

旅游消费变得更加多元化，一面是旅
游服务越来越跟不上旅游产业发展
的脚步。除了以低价团为主的宰客
新闻屡见不鲜，景区爆满、游人素质
低下等都是当前我国旅游业的痼疾。

很显然，常规的跟团旅游已经无
法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和品质需
求，自由行费时费力且存在风险。借
助于日益兴起的“互联网+”，定制旅游
有望成为搅动当前旅游“死水”的鲶
鱼。定制旅游服务，实际上回归了服
务业的主旨：以顾客为主，让游客来决
定去哪儿玩，怎么玩。年轻人喜欢玩
刺激的，老年人喜欢轻松游，中年人渴
望舒心，这些都应该一一得到满足。

不管是跟团游还是定制旅游，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服务品质，撇开品质
其他的都是空谈。有新闻报道称，定
制旅游如今越来越受到游客们的青
睐。再过两周，“国庆黄金周”即将到
来，这或许将成为定制旅游发展的一个
契机。 （摘编自9月20日《广州日报》）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发放标准
答案，民调打满分就给群众发奖金。
近日，有网文称，湖南湘阴县漕溪港
街道彭家村村干部以奖金为利诱，干
扰接到民意调查电话的居民。

据悉，当地居民收到了村干部发
放的“民意调查问题回答表”，要求居
民接到各级民意调查电话时，要对各
项指标都打满分、回复满意，即可获
得 100 元到 500 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记者从湘阴县委宣传部和湘阴县漕
溪港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此事属实，
已经叫停违规作法，并对相关人员进
行严肃处理。

通过民调让公众评价基层社会
治安与社会建设实效，其目的在于为
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治安决策提供
真实民情，搭建政府社会管理的外部
责任机制，本意在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然而一些
地方组织开展的民调，或以现金奖励

“操纵”民意，或统一提示“标准答

案”，群众通通“被满意”，让民调很容
易沦为一场闹剧。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盛
明科教授认为，民调造假现象频现，
根源在于民调结果与地方官员政绩
考核、职位晋升、工作问责等挂钩，难
以避免利益驱动下的基层官员弄虚
作假，本质上还是官员的“政绩冲动”
以及地区间的恶性“政绩比拼”。

民调是政府沟通民意的重要桥
梁，提供了基层群众倾诉心声、表达
意见的有效平台，既是政府集思广益
的过程，又是汇聚民意的有利渠道。
因此，民调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是
民意的真实呈现，如若不然，民调也
便失去了其应有意义。

要避免民意“被满意”，民调就不
能“走过场”。只有维护民意调查的
真实、客观和有效，公众对公共治理
的评价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得到
切实维护，政府部门绩效才有货真价
实的提高。 （帅才）

警惕“被满意”的民调变闹剧

专题 主编：符王润 美编：石梁均

激情玩海徒步赏石，感受别样的爱情海
9月15日至10月31日，昌江“2016•激情玩海棋子湾旅游活动”激情上演

旅游黄金季 昌江11台大戏等着你

活动1
水上乐园冰爽嘉年华
时间：10月1日－7日

地点：海南棋子湾开元度假酒店

内容：冲浪池生存挑战赛、懒人河猜谜漂

流、大型滑道眼力挑战赛、无边际泳池寻

宝比赛等。

活动2
万人庙会活动
时间：10月1日－7日

地点：昌化镇峻灵明王庙、昌化古庙

内容：举办庙会活动，让游客品尝昌江特色

美食小吃。

活动3
黎苗风情主题歌舞文艺晚会
时间：9月29日

地点：县文化公园

内容：演出一场黎苗歌舞文艺晚会。

活动4
极地冰雪节活动
时间：10月3日-5日

地点：石碌镇地恒大·福源小区 2 期（东区）

内容：在零下10℃冰库，体验冰雪隧道、冰

河世纪等项目。

活动5
“老渔民”万人趣味赶海主题活动

时间：9月22日—10月30日

地点：海尾湿地公园、棋子湾开元度假酒店

附近海域

内容：组织游客开展捉蟹、抓鱼、找螺、烧烤

等活动。

活动6

“挑战西部沙漠”徒步探险活动
时间：10月1日－7日

地点：棋子湾

内容：组织游客进行徒步探险活动。

活动7
棋子湾石林徒步探险活动
时间：10月1日－7日

地点：棋子湾

内容：组织游客在石林进行徒步探险活动。

活动8
玩海赏石棋子湾系列活动
时间：9月15日至10月30日

地点：棋子湾

内容：棋子湾摄影大赛征稿活动、棋子湾十

大景观评选活动等活动。

活动9

体验黎族传统制陶技艺活动
时间：9月15日至10月30日

地点：石碌镇保突村

内容：体验原始制陶技艺乐趣。

活动10
昌江核电科普观光游活动
时间：9月15日至10月30日

地点：昌江核电站

内容：宣传展示核电的科普教育知识。

活动11
“海南有片爱情海”
昌江棋子湾爱情节
时间：2016年10月22日

地点：棋子湾

内容：以爱情为主题，设计“海上婚典”、

“蜜月爱情海”等系列活动。

十月，黄金旅游季，激情玩海哪里去？当然首选昌江棋子湾。
昌江的美，不只有木棉红，不只有芒果香，不只有霸王岭。
昌江的美，还有棋子湾的海，还有棋子湾的石。
昌江的棋子湾，是那么的纯美，如一位刚刚成长起来的少女，逐渐

向世人揭开她美丽的面纱。这里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每块石头都
有浪漫的故事，这里有夫妻石，这里有望夫石，这里更有美丽的爱情
海。漫步沙滩，你可能来一场浪漫的邂逅；徒步石林，你可能会发现想
不到的美；把玩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可能会让你惊叹不已。

9月15日至10月31日，乘国庆长假东风，昌江黎族自治县推出
“2016·激情玩海棋子湾旅游活动”，推出多达11项玩海、赏石、探险、
体验等活动，你可以在最美爱情海静听涛声，你可以在西部沙漠徒步
探险，你可以到霸王岭深呼吸，你可以在水上乐园激情冲浪，你还可
以参加“海上婚典”……

朋友，带上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来一场浪漫的爱情之旅吧！

棋子湾之恋。

浪漫棋子湾。

棋子湾竹竿舞。

海南银湾美高梅花园酒店

联系电话0898—38983300

海南棋子湾开元度假村
联系电话 0898-31156666

霸王岭雨林老屋温泉酒店

联系电话 0898—26696999

霸王岭雅加山庄

联系电话0898—26881888

海尾湿地公园酒店

联系电话0898—26889888

昌江重点酒店

昌江旅游服务热线

0898-26698242
0898-2669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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