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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桃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
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 要求 “省级政府
2015年年底前、 市县两级政府2016年年底
前要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
职能的事业单位权力清单的公布工作。”

党的十八大后， 政府机构改革的步
伐加快。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权力
进行梳理，将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社会
创新管理的权力，或下放，或取消。在逐
步的简政放权中， 政府职能悄然发生变
化，由管得太宽，统得过死，转变为该管
则管，该放则放。由此带来政府机构的精
简，权力的“瘦身”。

简政放权，部分部门的职能减少，权
力减少，服务因素增加，干部的理念也得
跟随转变，要从过去的以权管人、以权管
事，更新到以服务理念行政，以服务态度
办事。角色的转变，或许会让一些干部产
生“失落”：反正放权了，就不愿意担责，
借此为官不为，应尽的责任抛诸脑后。

简政放权之后 ， 政府的职能不是

弱化 ，而是优化 。干部的职责更加不能
弱化 ，更要端正认识 ，把握新常态下干
部服务经济建设 、服务社会发展 、服务
民生福祉的要旨 ， 同时在自己该管的
领域积极主动作为 ， 切莫因为权力的
减少而把职责也 “瘦身 ”，产生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的想法 ，以致工作热情减
退 ，服务的动力弱化 。

当前，湘西自治州步入了
加快发展的最佳时期。越是要
保持日趋向好的发展态势，就
越需要发挥好法治的引领、规
范和保障作用。

发挥好法治的引领、规范
和保障作用, 就必须紧紧抓住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引
导全州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宪
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基本法治观念，不断强化
法治思维，进一步完善落实领
导干部依法治理的绩效考核，
做到带头自觉尊法、 学法、守
法 、用法 ，敢于担当 ，大胆作
为，对践踏法治的行为果断处
置 、坚决斗争 ，抓好依法治理
各项工作落实，不断提高依靠
法治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发挥好法治的引领、规范
和保障作用，必须抓好广大群
众这个 “绝大多数 ”。当前 ，部
分群众自觉守法意识不够，存
在信权不信法、 信钱不信法、
信闹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等现
象， 影响法治湘西建设进程。
要把教育引导好广大群众这
个 “绝大多数 ”作为重要的基
础工程来抓，广泛开展法制宣
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使全州各族群众成
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崇尚者和
自觉遵守者，为深入推进法治
湘西建设打牢根基。

发挥好法治的引领、规范
和保障作用，应当建设好一支
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把建
设一支高素质的法治骨干队
伍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切实践行“忠
诚 、为民 、公正 、廉洁 ”的核心
价值观， 始终做到党在心中、
人民在心中 、法在心中 、正义
在心中。重视抓好基层法治队
伍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组织体
系， 注重发挥乡镇司法所、派
出所、法庭在社会治理中的重
要作用。

发挥好法治的引领、规范
和保障作用，就应当营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强化党委依法执
政，充分发挥党委对依法治理
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
把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支
持司法、 带头守法落到实处。
大力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真正做
到 “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
权不可为”， 努力让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理论评论部主办 邮箱：
hnrbxwplb@163.com)

张英

24日国务院发布通知 ，部
署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首次普
查。 此次普查涵盖上至国家部
委、 下至地方乡镇的几万家政
府网站， 普查重点为网站的可
用性、信息更新情况等。

网络问政、网络听政，是利
用现代科技、提高行政效率、拉
近政府与民众距离， 降低执政
成本的重要方式， 建设好政府
网站有着积极意义， 也受到社
会各界欢迎。但是，目前一些政
府网站形同虚设， 有的只建设
不维护、内容长时间不更新，民
众反映问题得不到任何回应 ，
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政府网站陷
入“僵尸化”，遭到民众诟病。

“僵尸网站 ”的存在 ，首先
是一个观念问题。 有的地方政
府领导并不认为政府网站能给

政府工作带来什么好处， 只是
出于应付而设立网站； 其次因
为投入不足导致运转不畅 ，要
么缺乏专门的管理维护机构和
人员， 要么管理维护机构与政
府业务部门相脱节； 还有的则
仅仅把政府网站当做面子工程
来做， 网站内容就是为自己塑
造 “高大全 ”的形象 ，其它内容
完全弱化。

此次国务院发文剑指政府
“僵尸网站”，自是希望各级政府
将网站建设真正具备网络执政
功能，并使其常态化。如此便有
待各级政府认清形势，真正树立
互联网执政思维，在网站管理中
建立起考核与评价机制，将其纳
入到信息公开的范畴中来。同时
还应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将民
众意见作为第三方评估，充分发
挥好公众监督权的作用，让“僵
尸网站”活起来。

奚旭初

《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 (2014-
2015)》25日发布。报告显示，北京市区殡
葬消费人均8万元，公墓消费过高，多数
居民难承受， 但价格相对低很多的生态
节地葬，却被市民冷落。

北京的情形， 也是更多地方的缩影。3
月26日的《新华日报》就有消息：江苏目前
建有800多万个壁葬位， 但使用率仅两成。

南京一个普通墓地要六七万甚至十几万，
壁葬只要1万多元，但仍遇冷。殡葬消费成
了高消费，是年年清明时节的热门话题。东
西南北，处处都有“死不起”之叹。“死不起”
的说法， 反映出民众在支付殡葬服务费用
方面存在经济压力， 也与殡葬服务市场运
作不规范，殡葬暴利浑水摸鱼有关。然而据

实分析，“死不起”也与旧观念有因果关系。
对于殡葬暴利，“无形之手 ”理应出

手 。但是除此之外 ，也需要这个特殊行
业的 “消费者 ”保持理性 。我国人多地
少 ，死人不能与活人争地 ，墓地的供给
终究有限 ， 传统墓葬迟早会遭遇 “红
灯”。指望墓地“又大又便宜”，更是一厢

情愿 。而炫富摆阔的 “风光大葬 ”，客观
上成了殡葬暴利的垫脚石。

“生前厚养实为孝道，归后薄葬真乃
贤儿。”古人一直崇尚厚养薄葬，要在老人
活着时给他们尽可能多的关怀与照顾。而
如果生前“薄养”，那么即使死后“厚葬”，
又有什么意义？风俗当随时代变，移风易
俗会让我们脱去旧观念的束缚，生活得更
文明更轻松。让“厚养薄葬”成为时尚，才
是全社会的福音。

在媒体近日公布的一封环
保局长的匿名信中， 环保局长
透露县领导曾对他说:“你的政
绩与我的政绩是冲突的， 你若
是敢影响我的政绩， 我必……
兄弟你委屈几年，我必有厚报!”

且不管这封匿名信是否
由环保局长所写，真问题还是
暴露出来了 ： 环保局长成为
“公关局长 ”、“招商局长 ”，是
不争的事实。问题的根源在于
“权大于法”。环保局长的帽子
掌握在县领导手里，听上级环
保部门的、听群众的 ，严格执
行环保法 ， 严惩企业违法排
污，县领导不高兴 ，环保局长
就会被摘帽，这种“釜底抽薪”
的权力制约，使环保局长硬不
起来，环保法也不能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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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瘦身”责任不能弱化

让“僵尸网站”活起来

新声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发挥好法治的作
用，要抓好领导干部、广大群众、司法队伍和法治环
境等关键环节。

发挥好法治的引领、
规范和保障作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叶红专

用移风易俗终结殡葬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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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长为何“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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