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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
者 颜之宏） 今年第一季度，国务
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
公室 （以下简称国办信息公开
办） 对各地区政府网站进行随机
抽查，总体合格率为 95%。数据
表明，截至3月1日，全国正在运
行的政府网站共计23269家。

抽查通报显示，个别政府网站
存在伪造新闻动态发布日期、长期
漠视群众关切、自我“克隆”政府
网站、在线服务“一头雾水”等
情况，本应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捷
通道的政府网站反而成了“拦路
虎”，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奇葩奇葩””政府网站的那些政府网站的那些““小聪明小聪明””

记者了解到，相较于过去在
抽查中反复出现“僵尸网站”的
情况，目前一些政府网站更是在
应付检查上耍起了“小聪明”，奇
葩程度引人侧目。

——伪造新闻动态发布日
期。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那曲
物流中心管理局”网 （www.ti-
betnqgx.cn） 首页的国务院新闻栏
目下，看似规范的新闻发布内容
下实则“暗藏玄机”。记者点进第
一条信息后发现，网站右上角显
示的发布日期竟然是 2018 年 5 月
14日，也就是记者查看该消息的
当日，而该信息实际是新华社
2017 年 10 月 24 日发布的新闻通
稿。在点开该栏目下所有消息链
接后记者发现，所有“发布日
期”均显示为访问当天日期。

——长期漠视群众关切。在
内蒙古自治区节能减排网（www.
nmgjnjp.gov.cn） 的“建言献策”
栏目下，一条发布日期为2015年
6 月 30 日的网友留言引起记者注
意，该留言内容为“请问节能减
排网什么时候更新内容”，留言下
也未见到网站的相关回复。在该
栏目下2014年至2017年的9条网
民留言中，记者均未找到相关回
复内容。类似情况还出现在吉林
省“吉林老龄网”、河南省“辉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广
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林业局”
网等政府网站上。

——自我“克隆”政府网
站。在搜索引擎上检索“玉林市司
法局”后，出现两个搜索结果，分
别为玉林市司法行政网 （www.
ylssfj.gov.cn） 和 玉 林 市 司 法 局
（ylssfj.yulin.gov.cn）。在前者网站
中，网站首页多个子栏目下显示为
空白。在后者网站中，相关子栏目
则存在相关内容更新。耐人寻味的
是，点击该网站底部的“党政机
关”标识，显示网址与玉林市司法
局此前备案不符，该网站更像是克
隆了的“山寨网站”。

——在线服务“一头雾水”。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教育
局 ” 网 （www.nxzwjy.gov.cn）
上，“办事指南”栏目下的一条

“大一新生资助申请指南”引起记
者注意，寥寥一百多字内容仅告知
大一新生可以通过填写申请表和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方式获取资助，
但在“填写何种申请表”“提供哪
些证明材料”“向谁提交”等有效
信息上却只字未提。

类似便民服务成为“雷人服
务”的现象还存在于江西省“九江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陕西省

“永寿县政务服务中心”网等政府
网站上。

全国全国272272名公职人员名公职人员
因工作不力被处理因工作不力被处理

在第一季度的巡查过程中，

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不
合格政府网站责任单位和人员的问
责工作，196名有关责任人被上级
主管单位约谈，29人作出书面检
查，35人被通报批评，12人被调
离岗位或免职。记者了解到，这也
是自2015年开展政府网站抽查工
作以来，因工作不力被问责人数最
多的一次。

在此次抽查发现存在突出问
题的政府网站名单中，14家政府
网站涉及河北、内蒙古、吉林、
上海、福建、河南、湖北、广
东、广西、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主要为多个栏目长期不更
新、首页长时间未更新、互动交
流栏目长期不回应等问题。

在国办信息公开办提供的
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政府网站抽
查情况通报中，总体抽查合格率
低于 90%的地区包括：吉林、上
海、福建、西藏、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等五个地区。连续四个季度
抽查合格率达到 100%的地区有：
北京、天津、江苏、海南、四
川、云南和陕西等七个地区。

据了解，“我为政府网站找
错”平台自开通以来，得到全国
各地网友的普遍参与，第一季度
共收到网民有效留言 13542 条，
总体办结率达 99%。内蒙古、江
苏、青海、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等26个地区和部门留言按期办结
率达到100%。

政府网站建设需通民心政府网站建设需通民心、、体民情体民情

国办信息公开办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透露，当前的政府网站抽
查工作已经由重点查处“僵尸网
站”向检查网站功能是否与群众
需求相匹配、是否具有运用信息
化手段解决群众“只要跑一次”
和“一网通办”的能力。

“过去我们是看政府网站‘是
死是活’，现在我们是看政府网站

‘活’得怎么样。”该负责人表示，
政府网站的建设并不是给领导看的

“面子工程”，而是改善企业营商环
境、提升百姓办事体验的新渠道。
接下来，有关部门还将进一步提高
抽查标准，让群众在网上办事更有
获得感。

“这一次有这么多公职人员被
问责，体现出政府在政务服务网
站的治理上是下决心、动真格
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
授黄璜如此评价此次抽查工作。
他认为，政府网站建设是推进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手
段，政府网站也是政府在互联网
上提供政务服务的第一平台，具
有政府与社会沟通的作用。

连续多年对政府网站进行不
间断抽查的成果也有目共睹。黄
璜表示，相比过去，政府网站信
息更新及时了，政策解读愈发丰
富，网上互动更加规范，在线办
事体验也明显提升。各地方、各
部门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工作
流程制度化，技术平台集约化，
网站的信息安全能力也得到加强。

“换作是你，你是在政府网站
办事的群众，你的直观感受怎么
样？”北京市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
办公室副主任范寅龙拿“换位思
考”作为提升政府网站体验的有
力抓手。

范寅龙建议，政府网站作为
政策宣导和民情汇聚的平台，需
要同时解决高度和温度的问题。
既要在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上让
百姓愿意看、读得懂，又要让办
事群众在网站上享受到“一网通
办”的良好用户体验。

“耍小聪明”的政府网站有多奇葩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从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
一间小平房创业起家，到年收入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
投资控股公司，“联想”，不仅是中关村的一张名片，更
是走向全球的中国知名品牌。

今天的联想怎样了？中关村这片土壤上，究竟孕
育了一种怎样的精神？中关村的未来会怎样？记者带
着一系列问题走进位于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的融科
资讯中心，和74岁的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
人柳传志面对面。

““赶上这个时代赶上这个时代，，真的很幸运真的很幸运””

记者：走过40年，您怎么看这个时代？
柳传志：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人，见证了解放

前的中国之弱。今天中关村能发展成这样，国家实现
这么大的飞跃，这真的是靠拼命、努力，当年就是做再
好的梦也梦不到。

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已经40岁，当时并没有觉得
岁数大。赶上这个时代，而且能为这个时代做点事情，
回顾起来，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幸运。

““首先要看清楚大趋势首先要看清楚大趋势””

记者：人们都说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人工
智能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联想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柳传志：首先要看清楚大趋势，“未来科技”一
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历史上看，两三千
年来，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几乎一直是一条很低的曲
线，到电脑出现后就开始剧烈地往上走。未来，智能
互联网和生命科学、能源等结合，这个曲线向上的陡
度将会大幅度增加，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后就会产
生今天完全没法想象的变化。

今天联想集团在高科技领域遇到了很大挑战，但
是我心里不慌，原因是我另外有一块很大的底盘，就
是联想控股的其他业务。除了IT板块，我们的战略
投资还覆盖金融服务、创新消费与服务、农业与食
品、新材料等板块。财务投资业务中，“联想之星”
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进行了广泛布
局。联想控股有足够的净资产、利润和现金流。我们
要重新研究在新一波科技浪潮中受到了什么样的挑
战，下边应该怎么做。

中关村精神中关村精神：“：“敢为人先敢为人先””

记者：“中关村”这三个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
么？

柳传志：中关村是联想的发祥地。包括我自己，
中关村的科技人员在改革开放中蹚出了一条路。

在商品极度匮乏、计划经济体制起决定性作用
时，中关村自我突破，形成了电脑流通中心，后来成
为一个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心，对中国信息化建设发挥
了很大作用。在中关村成为创新试验园区后，各地相
继有了很多高科技园区，一下子把中国的科技产业水
准带上来了。

中关村“第一炮”是IT行业。我们引以为豪的
是，当时“大兵压境”，人家相当于“航空母舰”，我
们是“小舢板”，资金、技术、管理都不是一个“吨

位”的。但咱有这么一股
劲儿去拼，最后一步步迎
头赶上，甚至超到前头。
恰恰又是电脑这个行业，对
推动今天中国的高科技发
展发挥了作用。中关村前
景辉煌，我相信将来能为国
家作出更大成绩。

记者：您理解的中关村
精神是什么？

柳传志：中关村要敢为
人先，这点我体会得非常清
楚。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以
前总被人家笑话，说是中国
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很
多东西都是从中关村开始
有突破、有创新，中关村在
北京的经济发展中起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科技
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这在中
关村体现得非常充分，其实
就是敢为人先、领先一步。

““憋憋””出来的创新出来的创新

记者：我发现，您特
别喜欢用“憋”这个字，
为什么？

柳传志：创新确实是
“憋”出来的。最初，中国
的科技领域跟人家差得老
远，被人家封锁。我们创

业时的存储器是磁心存储器，人工拿手穿，不知道和
发达国家差了多少。给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台湾在
软盘驱动器、某些元器件方面能够占到世界的20%到
30%。原来老以为非得是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才
能做，这下给了我们信心，我说中国人能做，我们于
是放开了手脚。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国家给我
们指明了一条突破“鸟笼经济”的道路，更放开了身
上的绳索，看看到底能闯出什么路来。我觉得这是咱
们国家最了不起的地方，体制机制上进行了开放，让
民营企业去做，这一做不得了。

““以为到了最高峰以为到了最高峰，，前面还有前面还有‘‘峰峰’”’”

记者：您选择了一面峭壁，但您身下还是一面峭
壁，只能在这个上面去凿出洞眼，一步一步往上攀登。
对吗？

柳传志：对，永远是峭壁。不仅是现在，即使是将
来，也是这样。过了一峰又一峰，爬到最前面的峰时回
过头看，原来前面过的是“丘陵”。你以为到最高峰了，
前面还有“峰”。我想这就是高科技企业选择的道路，
其实也是中国所选择的道路。

““国家真的是到了发力突破的时候国家真的是到了发力突破的时候””

记者：您办公室的雕塑叫“突破”，为什么会摆这
个？

柳传志：以前我办公室里，还有一个雕塑叫“蓄势”，
雕的是一头牛，是准备发力前的那个瞬间。这么多年联
想在蓄势，中国在蓄势。换了“突破”这个雕塑，是因为
我特别感觉到：我们国家真的是到了发力突破的时候，
中关村也是这样，以前基本上是一个蓄势状态。

““摔得鼻青脸肿摔得鼻青脸肿，，也要再往上爬也要再往上爬””

记者：当下的创业者面临着众多竞争，您能不能传
授给他们一个挺住、憋住、熬住的“锦囊”？

柳传志：我并不鼓励所有人都创业。人的性格特
点不一样，有的人是属于“过日子”的人，有的人是属于

“奔日子”的人。但总要有一些人不停向上追求，摔得
鼻青脸肿，也要再往上爬。而这些人创业成功的是少
数，也许70%到80%是不成功的。创业者多半是想要

“奔日子”的人，要承担很多责任，要为未来设想，会有
一个飞跃式的提高。

““人们对物质世界本身人们对物质世界本身，，只知道冰山一角只知道冰山一角””

记者：从最早的PC时代到现在的万物互联时代，
怎么更好地把握未来、拥抱变化？

柳传志：说实在的，未来是什么样，我真的不知
道。人们对物质世界本身，只知道“冰山”一角。像人
工智能、生命科学、能源等方面，到底还有多大的突
破？都说不清楚。

不过，大数据会大大提高技术突破以后的效率，如
果能把技术变成生产力，就会对社会起到颠覆性作
用。至于哪个领域先突破，这得看科学家了。但如果
民营企业有条件、有能力，对基础科学也能够进行研究
的话就最好了。

“永远是峭壁”：对话柳传志

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