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冬刚过，寒风抵达。北方的“暖气”通过互联网，吹进南方人的心坎里，南方集中
供暖的呼声又起。

我国的南北供暖分界以竺可桢教授在1935年提出的“秦岭—淮河线”作为基准，
网友提出，当年供暖分界的确定更多考虑了温度，忽视了湿度等影响体感温度因素。

大规模集中供暖，是涉及广泛且极费思量的公共政策。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部
分，集中供暖系统前期固定投入高、边际使用成本低，但南方要实现集中供暖需要解决
经济可行性、能源保障性和建筑能耗三大难点问题：不仅需要系统性铺设供暖管道、改
造房屋，加上原有建筑未充分考虑保温节能，供热能耗大、使用周期短，势必给政府带来
不小的经济压力；还需根据各地地形、资源禀赋、城乡差异等因素制定供暖方案。是否供
暖、怎么供暖，要算的不仅是民心账，更是经济账、生态账。 图/文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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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秋

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具有直抵人心的力
量。据媒体报道，“有事请找我”的承诺如今已
成为娄底市干部转变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的重要载体。有人笑称，党员干部已经从“官老
爷”转变成群众的“店小二”———随喊随到。

两年多前，娄底市建立“有事请找我”责任
担当机制，通过制作和发放服务联系卡、建立
对口服务窗口，让群众办事知道找谁，有事找
得到人。

“有事请找我”，能真切让人体会到“人民”
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衡量得失的标准，成为
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目标指向。在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之际，“有事请找我”提供了生动经验

和有益探索。
“有事请找我”明确了为民服务的框架和

路径。即坚持群众上来与干部下去、集中接待
与分散服务、 当面交流与电话联系相结合，做
到急事即办、有求必应。对于群众的诉求，属于
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全权办理和答复，不属于
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负责引导流转到有关责
任人员，并及时告知办事群众。

“有事请找我”体现为民服务的高标准。为
兑现“有事请找我”的承诺，娄底市要求城区、
乡镇所有党员干部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群众
遇到什么难处，大到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环境
保护，小到婆媳矛盾、邻里纠纷，只要群众找上
门来，就得及时稳妥处理。对于群众诉求，凡是
合理合法的及时解决，凡是因政策和客观条件
所限不能解决的，耐心解释清楚，如此才能赢
得群众理解。

“有事请找我”倒逼作风转变。“有事请找
我”责任担当机制，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
效路径。做到“有事请找我”，广大干部变“要我
办”为“我要办”，变“慢慢办”为“及时办”，需要
厚植人民情怀，树牢公仆意识，自觉同群众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做到心中有民、一心为民，以为民谋利、
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有事请找我”倒逼素质能力提高。群众愿
意找你，是对你能力的信任；没有解决问题的
能力，谁也不愿意找你。“有事请找我”要求广
大干部既要有法治思维，能依法办事，又要有
创新思维，能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做到能
办事、会办事、为群众办好事。

“有事请找我 ”的开展落实 ，是主题教育
“为民服务解难题”目标的具体落地，也是推进
“中国之治”的踏实行动。

张海英

石家庄市政府花90万元建设微博微信
项目引发社会关注。11月16日下午，石家庄
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回应媒
体称，此前系招标公告标题不规范，微博微
信建设平台运维仅25万元， 此外还涉及安
全监测、服务推广等其他费用。

微博微信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开设政
务微博微信既是政务公开的主要渠道，也
是官民即时互动的重要渠道。开个账户、维
护使用简单方便， 因而石家庄市政府的90
万元建微博微信项目，让许多网民感觉“很
贵”“奢侈”，引起舆论质疑。石家庄市政府
方面的解释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疑虑，但
还可以说得更透明一些，比如，无论是90万
元还是25万元，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其具体
用途是什么，是否合理。

横向对比来看，同为地级市，滁州市一
年对政务微博微信的投资约15万元， 淮南
市预算金额为20万元。 即使是副省级城市
杭州， 政府微博微信建设经费也只有50万
元，石家庄的“预算90万元”难免令人质疑。
就公开信息来看，这是一项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强调的是 “办事不养人”，可
通过竞争性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降低公共
服务成本， 同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如
果政府购买服务不规范，则不但不能实现此
优势，还可能会浪费公帑。当地有关部门有
必要就该项目的预算编报、组织购买、项目
监管、绩效评价等流程，根据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 按照预算公开和政务公开规定，公
开相关信息，为公众释疑解惑。财政支出不
是问题，支出得是否合理、合规才是关键。

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90万元”是
否意味着把微博微信运营外包出去， 政府
当“甩手掌柜”？之所以有这种推论，是因为
已有先例。据新华视点报道，一些地方探索
利用外包服务组建政务微博微信运维，带
来不少问题。比如，群众以为是与政府在微
博微信中互动，其实是与外包团队在互动，
后者只能发布信息， 并不能及时解决老百
姓的实际问题。再如，外包团队只是运营专
业化， 但对政府部门所提供的文件素材不
能也不敢做新媒体转化， 有人认为实为内
容传播上的“伪专业人士”。

政府回应是表明态度， 而网友更希望
看到的，是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答疑解惑。

张醴溪

今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如何把
工作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败工作？制定落实“减
避强立重细”的“六字诀”，应该是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一剂良方”。

减“文山”。长期以来，“一心一意填表格，
辛辛苦苦编简报” 成为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
坚决控制文件篇幅， 严格把握文件起草审核
关，严禁未经批准创办内刊，让基层从无穷的
报表中解脱出来，让“留痕主义”、形式主义失
去生存的土壤。

避“会海”。营造少开会、开短会、讲实效、
办实事的氛围至关重要。会上几句“狠话”不等
于真正落实，倒不如给基层干部多留点时间办
实事。尤其是杜绝督查检查和考核评比中那些
脱离实际 、层层加码的汇报会 ，倡导 “直奔基
层、直插现场”的调研，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

强“督查”。督查是“眼”，看出症候；督查是
“耳”，听出原委；督查是“手”，抓出实效。把监督检
查考核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为监督
重点，深挖细查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同时避免
查资料、翻台账等督查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立“清单”。监督检查考核建立事项清单，拉条
挂账晒清单。清单制定也要科学严谨，对照列表清

单，立查立改才有依据，目标完成才有方向。
重“信访”。完善信访接待、信访回复及处

理、领导信访日接待制度，畅通信访渠道，充分
发挥群众优势。一旦发现问题线索，及时移送
纪检监察机关，确保问题线索不流失，使党员
干部行为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

细“条款”。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表现的种种问题，并明晰不能作为的
条目，包括搞假签约、假项目、假扶贫、假数字，
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搞虚假资料、 虚假汇报、
虚假工程、虚假帮扶等等。

距3月底省委发布 《湖南省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20条措施》已有一段时间，取得了明
显成效，但仍须进一步增强斗争精神，敢于较真
碰硬， 拿出狠劲纠治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用
良好作风推动年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有事请找我”，厚植为民情怀

吴玲

据教育部日前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
会议有关进展情况通气会，《义务教育学校评
价指标》正在制定中，“升学率”一项从指标体
系中删除，不再作为考评学校和教师的指标。

有什么样的考核评价制度，就有什么样的
教育。 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下，升
学率是个硬指标，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初中或
高中，不仅家长绞尽脑汁，一些地方政府和学
校同样是以升学率为量化考核依据，将升学情
况与考核、绩效和奖励挂钩成了潜规则，谋求
更高的名校录取率，并视其为教育政绩。

站在教育部门的角度来说，追求“升学率”
指标加剧了应试教育的色彩，不利于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培养；另一方面，地方考核教育部
门，教育部门考核学校，学校考核老师，升学率
压力层层加码，到学生这一环，负担异常繁重。

当前，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教育评价中
存在的问题，为了扭转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的局
面，这些年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断减少那些
很直观但却相对单一的量化指标，比如不公布
学生成绩排名等。这是革除错误教育政绩观的
举措，也是确保中小学减负落到实处的保障。

当然，不是说成绩不重要，而是通过考核
方式的改变更全面地引导教学，走出只看分数

和考试成绩的误区，更加注重思想品德、创造
活力、身心健康等综合素质。如果只讲升学率，
那些考试成绩差的学生自然容易被边缘化，对
他们而言也不公平。

优化教育评价体系，删除升学率指标的确
是重要一步，而删除之后还得有更符合教育规
律的衡量标准来填补空缺。创造力、体育基础
等，该考核哪些指标，该占多大的权重，都需要
在实践中逐渐调整，现在只能说淡化应试教育
和减负的大方向是清晰的。

就目前而言，除了搭建更完善的教育评价
体系，至少还得从两方面着手巩固：其一，加大
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义务教育更公平更普
惠；其二，高等教育的录取方式同样得更加多
元化，比如加大自主招生力度等，让高考“唯分
数论”的色彩不断淡化。

删除“升学率”指标，优化教育评价体系

拿出狠劲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财政支出不是问题，合理合规才是关键

集中供暖不是划界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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