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问政于民方知得失，问计于民方知虚实。 国务院实施‘互联网+督查’工作两年来，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察民意、解民忧，有效排查解决政策落地的堵点难点痛点，

打通了政策制定的‘最先一公里’到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创新、共享、赋能，上亿次的平台访问量、千万量级的留言、根据受理范围推动解决实际

问题 10 万余个……在海量级的群众呼声中，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已成长为国内覆盖
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社会参与度最高的政府监督平台。

“一张网”“一盘棋”建立常
态化督查新格局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改进督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做出的部署安排，2019 年 4
月 22 日， 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
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开设“互
联网+督查”平台，并同步开通微
信小程序。

两年来，“互联网+督查”平
台充分应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 人工智能等手段拓宽督
查线索来源。 2020 年 10 月，增
设国务院客户端支付宝、 百度
小程序平台入口；2021 年 4 月，
平台留言入口升级拓展为人民
群众、市场主体、基层政府 3 个
留言通道。

所有通道入口 24 小时开
放，不设任何门槛，社情民意直
达中央政府。“互联网+督查”平
台的开通，为解决五级政府治理
体系容易产生的信息层层过滤
失真及治理盲区问题提供了有
力工具。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形成响应迅速、 精准制导的督
查模式。

“没想到上午在平台留言，晚
上国务院就来人解决问题了。 ”

“互联网+督查”平台开通当
日， 国办督查室获得群众的第 1
条留言线索，即派人赴中部地区
某市实地暗访“两定”机构拖欠
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费用问题，反
映人直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分门别类、灵活机动，问题
线索重要性不同，回应方式也有
所区分。

西部某县拖欠教师工资补
贴 4.8 亿元， 有的地方违约占
用民营企业土地长达 10 余年，
有的地方制定清欠工作方案不
周密、 不务实……对于重要的
典型问题线索， 督查组直奔一
线、明察暗访，一竿子插到底实
地督查。

对于一般重要的问题线索，
采取网上转办的方式，督促地方
和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核查办理
并通过平台报送核查结果；对于
具备远程核查条件的问题线索，
通过网络检索、在线访谈、线上
取证、远程调阅、视频连线等方
式开展远程督查。

目标精准、讲究实效、穿透

性强的新型督查模式，减少了不
必要的中间环节，大大提升了政
府监督效能。 两年来，国办督查
室直接派员实地核查问题线索
120 余次， 发现和推动解决问题
的平均时间缩短至 3 天以内。

———“网上来、网上去”建立
常态化督查结果公开反馈机制。

深挖线索，曝光典型，“互联
网+督查” 坚持“开门搞督查”。
2019 年 4 月和 2020 年 7 月分别
开设“曝光台”“督查回声”，主动
公开督查结果，积极发声回应。

截至 2021 年 4 月，“曝光台”
“督查回声” 栏目公开发布督查
结果 150 余篇，通报曝光典型问
题 300 余个，通过中央主要媒体
曝光问题 110 余个，“互联网+督
查”已经成为政府系统通报频率
最高、通报问题最翔实、通报内
容最权威的监督平台。

“互联网+督查”已成为政府
督查工作的“发动机”和“线索
源”。 从社会反响看，常态化的督
查结果公开反馈机制，既发声释
放了政策信号，促进了地方和部
门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也增强了
督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提升了
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以督查促落实， 推动解决
群众 “烦心事、操心事 、揪
心事”

西部地区某县群众通过国
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
饮水工程已经修到了村里，但最
近 1 年多水龙头里就是没水，群
众又回到用楼顶集雨水、吃水窖
水的日子。

今年 3 月 22 日上午 10 点，
督查人员在现场看到，这个村有
26 个村民小组、4365 人， 村里的
水池、管路都完好，就是没水。 顺
着管线追根溯源，原来是当地修
高速公路把饮水工程水源挖断。

督帮结合，既在“督”上下功
夫，又在“帮”上做文章。 在核实
有关情况后，督查人员立即协调
联系当地政府及高速公路项目
建设方和施工方，仅用 1 天时间
就与村民共同商量出来做好应
急供水、寻找新水源、建设临时
取水设施、分片区调节供水的办
法，远近结合帮助群众圆满解决
问题。

民生无小事，点滴见初心。
对于水电气暖等民生问题，

“互联网+督查”即来即办，采取

派员直接核查和转办督办等方
式，推动解决了 300 余个暖气断
供、 室温不达标问题，400 余个

“煤改气”“煤改电”改造不到位、
气电供应不足、补贴发放不及时
问题，400 多个饮用水质差、自来
水时断时续、灌溉用水难问题。

善听民意政更廉。 迎难而
上、攻坚克难，保障中央政令畅
通，推动政策红利落到实处。

有群众通过平台反映，某国
有企业在当地未严格落实疫情
期间减免小微企业房租政策。 国
办督查室收到留言初步核实后，
转财政部核查办理。

经查属实，该国有企业对相
关政策把握不准确， 理解不透
彻。 经督促整改，截至今年 2 月
4 日， 该国有企业累计对 23 户
承租户减免 46.01 万元的房屋
租金。

2020 年 2 月以来， 为推动
“六稳”“六保” 政策措施早落地
早见效，转办国有房屋免租政策
不落实、转供电主体截留工商业
电价降价红利等问题线索 300
余条，促进有关方面向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兑现政策红利数
十亿元。

2019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1
月，先后两次通报部分银行分支
机构、保险机构、助贷机构违规
借贷搭售、转嫁成本及违规收费
问题，督促退还小微企业违规收
费 6000 多万元。

平台开通以来，国办督查室
持续将减税降费政策作为重点，
先后转办问题线索 600 余条，直
接派员督查和通报曝光各地违
规征税、 乱收费乱涨价问题，推
动取消和纠正违规收费、不合理
收费、 征收过头税费等近百项，
每年为企业减负超过 10 亿元。

以点带面撬动解决改革堵
点难点应对急难险重任务
考验

事难办、 证难办，“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要求落
实不到位怎么办？

某市群众王先生的经历反
映了打通改革“肠梗阻” 的路
径。 王先生通过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反映，他的企业
在办理外迁业务时发现， 当地
政府要求填写《企业迁出挽留
服务情况表》，需要 7 家单位盖
章、21 人签字。

国办督查室对王先生留言
初步核实后，及时转相关省政府
核查办理。 经核查属实，有关单
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审核
部门多，审核人员多、时间长，审
核程序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按规
定程序，该表中审核环节应由当
地街道办事处牵头完成，但实际
上部分街道办事处要求企业自
行向相关部门取得审核签字，导
致企业来回跑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 针对督查
发现的问题，当地政府立即减少
审核环节，明确由街道办事处牵
头对保留审核事项实行内部审
核， 严格落实 20 个工作日的办
理时限，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
范围内全面清理类似问题，全方
位提升政务服务质量，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

从核查设置建设领域区域
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到核查盐业监管执法政企不分、
以罚代管、排斥和限制外埠企业
问题；从核查消防领域改革不协
调不衔接问题，到核查违法设置
砂石渣土车辆行政许可及协会
搞行业垄断问题……督查人员
以点带面， 撬动解决了住建、交

通、消防、盐业等行业领域的改
革难点堵点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互
联网+督查” 平台闻令而动，第
一时间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疫情
防控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
等问题线索， 实时掌握社会动
态，发现苗头隐患，助力疫情精
准防控。

2020 年入冬以来，针对我国
本土疫情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
性疫情交织叠加的态势，聚焦重
点地区，推动解决了群众反映的
生活物资不足、 货物运输不畅、
就医不便等突出问题。

2021 年春节前夕，针对一些
地方疫情防控搞层层加码和“一
刀切” 引起返乡群众不满的情
况，及时转办督办问题线索 5000
余条，推动有关地方取消了不合
理限制，维护了正常社会秩序。

集民智、聚民心，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 实施“互联网+
督查”， 成为我国信息化时代推
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成功探索，对于优化
行政监督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
能具有革命性意义。

（据新华社）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
实施两年来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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