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7 月 16 日 ，广西群众反映贺州某小学由 ‘家长学校 ’倡议捐款
筹钱安装空调 ，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核查 ，贺州市全面排查

迅速整改 。
7 月 27 日，贵州群众反映当地消防安全委员会强制推行消防志愿

者注册任务，贵州省政府迅速核查并推动整改。
8 月 4 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对‘互联网+督查’平台曝光景县违规征

税摊派捐款等问题积极组织整改并举一反三开展全省排查……
2020 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被捐款、被强制注册志愿者的问题被

曝光并得到解决。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平台———国务院‘互联网+督
查’平台。

这是一个能够督促有关地方、部门处理问题，甚至可以由国务院办
公厅督查室直接派员进行督查的平台。

这意味着遇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在公益慈善领域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的情况，有了一个全新的、直达中央的问题反映及解决渠道。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是如何运作的？目前，又解决了哪些
与公益慈善有关的问题呢？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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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捐款、被强制注册志愿者怎么办？
上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

社情民意直通车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
开通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 由国
务院办公厅在中国政府网开设，
并同步开通微信小程序。

平台利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网
上实时收集督查线索，查找政策
落实中的梗阻问题，听取完善政
策的意见建议。

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中国
政府网或下载国务院客户端，进
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专栏，
也可以关注中国政府网微信公
众号， 进入国务院“互联网+督
查”小程序提供线索、反映问题、
提出建议。

平台主要面向社会征集四
个方面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
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
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
因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
善给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带来
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改进政府
工作的意见建议。

平台刚一上线，就引起高度
关注， 对于企业和公众来说，遇
到问题多了一个可以直达国务
院的发生渠道。

据新华社消息，平台开通一
年共收到留言 700 多万条，通报
12 批 54 个典型问题， 通过中央
媒体曝光典型问题近百个，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督促有关地方、部门处理

收集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
只是第一步，国务院办公厅会对
这些内容进行汇总整理，并督促
有关地方、部门处理。

以贺州某小学由家长学校
倡议捐款筹钱安装空调一事为
例，2020 年 5 月 13 日，广西的李
先生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

平台，反映贺州市八步区八步实
验小学没有安排经费安装教室
空调，而是由“家长学校”倡议通
过捐款方式筹钱安装空调。

国办督查室对留言初步核
实后，转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核
查办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接
到国办督查室转送的问题线索
后，组织相关部门对问题进行了
核查。

经核查，贺州市八步区八步
实验小学共有 81 个班级， 其中
南校区 58 个班级， 已使用学校
经费安装了空调； 北校区 23 个
班级，学校未安排经费安装空调。
5 月份开学后， 学生反映天气炎
热影响学习， 由家委会代表组成
的“家长学校”向校友和家长发出
募捐倡议，为北校区 23 个班的每
个教室安装两台柜式空调。 共有
4313人捐款 324026元（捐款金额
从 10 元到 10050 元不等）， 由专
人购买并协调安装空调。

查实相关问题后， 贺州市对
八步区 256 所中小学校立即组
织开展排查，发现除八步实验小
学外，还有 2 所学校存在由家委
会组织为学校购买和安装空调
的情况。 贺州市八步区教育局已
要求 3 所学校承担购买和安装
空调的费用，并将捐款全额退还
给家长。

7 月 16 日，中国政府网正式
发布了这一处理结果。

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强
制注册消防志愿者的事情同样
是在平台的督促下得到了解决。

贵州王先生 2020 年 6 月 9
日通过平台反映，贵州省黔东南
州麻江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强制
下达消防志愿者注册任务数，竟
然允许在校学生注册充数。 国办
督查室收到群众留言后，经初步
核实，转贵州省政府核查办理。

贵州省政府接到国办督查室
转办通知后， 立即要求省消防救
援总队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督查
组，赴黔东南州麻江县实地核查。

经核查，2020 年 5 月 18 日，
共青团黔东南州委、黔东南州消

防救援支队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消防志愿者服务活动的通知，要
求各县（市）消防志愿者注册人
数不低于 1500 人。 5 月 28 日，麻
江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转
发黔东南州文件， 明确此项工作
纳入消防考核，并就地加码，全县
教师总共 1650 人，给县教科局分
配的初始注册任务数就达 2000
人， 后经反复沟通降为 1500 人，
且同意“中学生可以注册充数”。

经督办，黔东南州有关单位
积极整改，对当地消防志愿者注
册人数不再作明确任务要求、不

纳入工作考核范围，并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约谈提醒。

麻江县有关单位对注册工
作进行纠正，并召开会议进行了
警示通报。

7 月 6 日， 贵州省政府办公
厅对麻江县整改情况进行了实
地暗访核查。

7 月 27 日，中国政府网发布
了这一处理结果。

直接派员进行督查

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带
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线索，国务
院办公厅督查室还会直接派员
进行督查。 经查证属实、较为典
型的问题， 将予以公开曝光、严
肃处理。

根据群众在平台反映的问
题线索，国办督查室 6 月就派员
赴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就当地违
规征税等问题进行了明察暗访。

督查发现，景县政府及有关
单位存在不切实际压税收任务、
搞税收排名， 集中清缴补缴欠
税，向企业分解税收任务、征收

“过头税”， 以扶贫名义摊派捐
款，以及不顾财政困难举债搞迎
检、办大会等问题。

6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督
查室发布了《关于河北省景县违
规征税摊派捐款举债搞迎检办
大会等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

《情况通报》显示，6 月 9 日，
景县扶贫办对 16 个乡镇“百企
帮千户” 工作进行排名通报，广
川镇在企业参与率、贫困户帮扶
覆盖率、帮扶折合金额等三项排
名中分列倒数第一、 倒数第三、
倒数第五。为尽快提升排名，6 月
15 日，广川镇党政领导班子研究
决定对未开展帮扶的 53 家企业
动员捐款，并提出小企业捐款不
低于 500 元，大企业捐款不低于
1000 元。 6 月 16 日，该镇主管工
业的负责同志召集有关企业开
会，要求企业现场捐款，只收现
金且不提供收据。 对现场未捐款
的企业， 工作人员多次以电话、
微信等方式催捐，并明确 6 月 19
日为截止期限。 截至 6 月 19 日，
53 家到会企业中， 共有 46 家企
业捐款，合计金额 3.15 万元。

《情况通报》发布后，河北省
委、省政府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开
展调查核实，依规依纪依法进行
查处和问责。 就摊派捐款问题，
责成广川镇将摊派募集到的捐
款全部退还企业，并处理了相关
责任人。

对照督查发现的问题，河北
省委、省政府在全省组织开展了
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减税降费
政策不落实、收“过头税费”、擅
自增加税收优惠享受条件、巧立
名目乱收费、向企业摊派捐款等
问题。

8 月 4 日， 中国政府网发布
了这一处理结果。

督查回声引以为戒

为更好回应企业和群众关
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国务院
办公厅督查室从 7 月起，在国务
院“互联网+督查” 平台开辟了
“督查回声”专栏，不定期发布国
务院办公厅督查室直接派员核
查或各地区各部门反馈的有关
问题线索办理结果。

截至 9 月 1 日，“督查回声”
专栏已经发布了超过 50 条问题
线索办理结果。

贺州由“家长学校”倡议捐
款筹钱安装空调、贵州麻江强制
推行消防志愿者注册任务、景县
违规征税摊派捐款等问题的处
理结果都在“督查回声”栏目进
行了发布。

一方面显示出强制捐款、摊
派捐款、强制注册志愿者等现象
带有一定的典型性，企业和群众
对此反应强烈，需要进行曝光。

一方面则说明国务院对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在公益慈
善领域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的查处态度是明确的，需要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 单位引以为戒，
也是对企业和群众通过平台反
映此类问题的鼓励。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在
公益慈善领域的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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