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所谓‘传递式’发文、‘共享
式’写作，是一些政府工作人员
甚至干部常用的套路。说白了其
实就是生搬硬抄。” 一些基层干
部坦言， 有的地方公文照搬照
抄，甚至连地名、人名、数据都不
加修改，出现各种令人瞠目的文
件材料和干部发言。

安徽省委巡视组上半年在
一个县巡视时，发现县里一些领
导干部发言材料雷同。巡视组将
25份发言材料通过“关键字”在互
联网上逐一搜索，结果有20份能
在网上搜到原文，并且相似度都
超过90%。其中，有多名干部抄袭
了同一份材料，甚至还有干部将
别人已经发表的文章拿来，直接
署上自己的名字。

记者调查发现， 当前，一
些地方文件材料的文风主要
有两类“怪相”：

———直接照搬照抄，甚至
连差错都抄袭不误。 环保部2
月份通报显示，唐山市芦台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管

理局编制的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照搬照抄其他地区预案，
正式印发的文件中，甚至还出
现其他区县地名单位。

福建省委检查组曾抽查福
安市28名新提任领导干部撰写
的任前廉政对照检查材料，发现5
名干部对照检查材料中竟仍引
用已废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内容。

———下级单位抄上级单位，
改头换面“套”发文件。中部地区
一位基层党办公务员介绍，随着
公文规范化管理，《关于转发某某
县关于转发某某市关于转发某
某省关于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工
作的意见》之类“N次方文件”，现
在已经很少见， 更多采用的是
“套”文件方式。比如，接到上级
XX市的通知后， 将文头改成XX
县区的通知，文中涉及的市改成
县区，其余内容不动，再转发下
去。“看上去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下发的新文件，其实内容就是转
发上级文件。”

� � � �为什么有的基层政府部门
抄袭之风如此盛行？ 多位地方
领导干部和普通公务员反映，
目前，有的部门、地区以开会落
实开会精神， 以文件落实文件
要求，起草文件、简报、资料任
务繁重，让相关人员疲于应付。

“我一年来要撰写的文件
材料有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
日至少有一份。”西部省份一位
省级机关秘书处负责人说，有
些材料要得着急， 当天布置当
天要，有的要连夜完成，根本没

有精力认真组织内容。
除了敷衍了事，“其实，转

发文件、 模仿写作很多时候也
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基层
公务员表示，国家、省市制定文
件时，需要系统讨论、调研、修
改。基层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接
到上级文件后不可能对每份文
件都结合地方情况细化， 最多
是将文件要求但地方并不涉及
的内容删掉，“如果自行调整，
万一出现疏漏就得承担责任，
得不偿失”。

� � �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表示，公文抄袭的背后，是一些
地方落实中央精神不注重实效，
仅仅形式主义地以发文件落实
工作，而不是真正从实际情况出
发分析问题、提出对策，造成中
央精神在贯彻过程中信息层层
递减，做法每每走样，很多政策
低效甚至无法执行。

记者采访发现，针对文件材
料照抄照转现象，部分地区已采
取措施进行整治。 今年以来，湖
北省纪委开展作风建设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将文山会海、照抄

照转问题纳入治理范围，重点治
理以文件落实文件，文件照搬照
抄等情况。 竹立家等专家建议，
应把政府文件、讲话材料、工作
总结等文件材料，不涉及保密的
向社会公开， 让那些照搬照抄、
“注水文件”无处遁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
新生认为，治理公文写作中的形
式主义，根本上需要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 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坚
决避免文牍主义， 减少文山会
海，落实中央精神真抓实干。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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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以来，陕
西神木县、郑州市
金水区等地在宣
传标语中出现其
他地名 “穿越”的
情况。陕西神木县
街头的文明宣传
标语，开头第一句
话竟是 “爱国爱
家，爱我长沙”。宣
传标语的48个字
与3年前长沙市
发布的文明公约
完全相同，被网友
称之为“神木爱长
沙”。 记者采访发
现，一些基层的文
件材料、 领导讲
话、宣传标语大量
雷同， 抄袭成风。
所谓 “传递式”发
文、“共享式”写作
频频出现。

﹃
僵
尸
网
站
﹄
未
走
远，

﹃
僵
尸APP

﹄
又
来
了

﹃
手
机
政
绩
﹄
给
谁
看

� � � � 登录某政务APP，界面一片空白；浏览某政
务微信、微博认证账号，早已停止更新……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实施方案》， 明确治理 “僵尸网站”“僵尸
APP”等的时间表，要求在10月底前基本完成清理
工作。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政府“僵尸网站”未走远，
“僵尸APP”又来了。

文件地名、人名、数据通通照抄
对照检查材料竟引用废止文件

有公务员一年要写近300份文件材料
当天布置当天要

整治“照抄照转”须打破以文件落实工作

疲于应付
新华社发

手机上的“政绩工程”
新华社发

� � � �政务平台本是向群众宣传政策、沟
通民情、提供服务的有效渠道，但一些地
方在前期耗费财力、人力大搞开发，后期
却疏于管理和维护，导致运营不善。

以贵州某县2015年4月上线的党政
客户端为例，其简介为“为您提供权威、准
确、及时的新闻资讯，同时还具有网上办
事、生活资讯等强大的便民服务功能”。

然而，记者安装后发现，里面除了
一张风景图片外，没有任何内容。与此
相似，该县扶贫办的微信账号，从9月
后就再无更新。

“很多这类客户端很多都是‘僵尸
端’，想想前期的巨大投入，实在让人
心疼。” 说起目前正在管理的一堆端
口， 曾为某省多个政府部门开发网站
和客户端的一位工作人员连连摇头。

与政务微博和微信相比， 政务
APP往往耗资不菲。《中国电子政务发

展 报 告（2017）》
称，国内使用安卓
操作系统的手机
大概有5000多种，
苹果的IOS系统也
有不同版本和大
小屏幕问题，再加
上人力成本上升、
政务服务和安全
性能要求较高，这
就导致政务APP开发成本较高。

“一部分已经不更新了，但协议期
内还需要人工运营。” 一位APP开发工作
人员说，该公司总共开发57个政府网站和
63个政务客户端，收费从几千到几十万元
不等。“有时候我在后台一看，客户端上一
篇文章就两三个阅读量，还是供稿人自己
点的。”他说，“做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无
奈。”

前期“烧钱”开发，后期运营懈怠

� � �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明明不具备
实用功能的政务平台， 推广起来却可
谓千方百计，“妙招”频出。

———绑定服务“硬推广”。江苏某
开发区干部对记者表示， 一些部门以
方便群众办事为名推APP、 微信公众
号。在群众前来办证时，干部要求办事
群众先下载或关注， 有的还要注册绑
定手机号，然后才能办理相关事项。

———行政摊派“强推广”。“今年以
来， 通过我们或者向我们推广的政务
APP和公众号差不多就有20来个。”一
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说，“有政府部门
建的，也有地方搞的，还有的是为某个

单项活动设置的。”
江苏省一位社区干部说：“最近上面

压下来两个APP，一个明确要求完成160
条的下载任务，一个要求完成300条的下
载任务，完不成年底评优就要受影响。”

———后台篡改“巧推广”。一些基
层干部透露，为了数据上好看，一些地
方花钱购买下载量、阅读量、关注量早
已是公开的秘密。

有的基层干部直言：“不管浏览量多
少，领导能看到就行。”贵州一位业内人
士介绍， 下载量、 浏览量可以做很多手
脚。“以前点一下，后台就统计成200。后
来不那么夸张，按一次就是50。”

推广平台有“妙招”，领导满意就能行

� � � � 对于屡屡出现的“僵尸”电子政
务平台，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官僚
主义和形式主义，必须坚决整治。

“要根据不同政府部门的权限，
对各类平台进行合理划分，该整合的
整合， 该协调的协调， 该取消的取
消。”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教授任勇说。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类延村提出，政府应依据

浏览量、点击率、实用性、认可度等指
标，由网信部门牵头和第三方参与的
形式开展评价和清理。

受访专家说，政府部门不能只看
下载量、关注数、阅读量，而是要引入
市场竞争机制、民意监督机制，从“给
领导看”转变为“给群众用”，真正把
电子政务平台办成百姓喜闻乐见的
沟通和办事渠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政务平台关键要让群众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