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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栏目主持：黄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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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浙江温州市洞头县纪
委的官方微信“反腐平台”收到一条
最新微信举报：一家企业在大额招投
标中涉嫌违规操作。这也是该县首创
微信举报后，收到的第

23

条举报信。
今年

4

月
56

日，洞头县利用新
媒体为纪委工作所用，在全国低调试
水官方微信举报平台———微信公众账
号：“洞头纪委举报平台”，微信号
为“

78*9!*):8

”，接受社会各界对政
府及官员违规违纪、党风党纪、三公
消费、政府效能等方面的投诉举报。

!

“微信举报”受青睐

目前，“洞头纪委举报平台”已
经运行两个多月。打开该微信账号的
历史消息，其中不乏“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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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面发布“洞头县疾控中心负责
人因涉嫌违纪被立案调查”的消息。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

6

条有关消息
发出，分别涉及官员违纪被立案、公
务员违规审批被调查和党员违反计生
被立案等“猛料”。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包括
<

月
2<

日，洞头纪委对温州首例任前官

员钱阿思的财产进行公示。公示内容
包括“家庭收入情况：年收入

=

万
元”、“现有房产情况：县北岙街道
海港花苑

=

幢
"""

室；建筑面积，
253>4

”、“现有汽车情况：无”、
“投资或入股情况：无”等等。

对此，洞头县纪委副书记纪玉华
告诉笔者，洞头纪委看重的是微信举
报既具有私密性和安全性，还具有互
动性和便捷性的特征。“这样既可以
达到匿名举报效果，又可以进行互动
交流，举报人还可以用语音、视频、
短信、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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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作业效率高

据洞头县纪委透露，此前该平台
收到的

24

条举报信息，涉及机关企事
业单位工作效能和党员干部违纪等方
面问题，包括作风建设、三公消费和贪
污腐败等方面的“微信举报”都有。其
中直接沟通引导的

;

件，已经受理处
理完毕的

4

件，还有
2

件尚在调查中。
笔者发现，“洞头纪委举报平

台”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运作
模式，县纪委收到微信举报后，信访

室按内容分类转发给分管领导，后者
通过微信批示给相关科室快速处理。
查处结果再按此流程“倒流水”走，
最后以微信方式向举报人和社会反
馈。纪委可根据线索与举报人作进一
步深度了解、沟通，速度快捷、调查
取证效率较高。

此前，曾有微信用户向“洞头纪
委举报平台”举报，当地东屏一沙滩
涉嫌乱收费。接到举报后，有关部门
经详细了解，原来是有婚纱摄影公司
在景区拍婚纱照时，当地一个协会以
卫生管理费的名义进行收费。经物价
和街道等部门共同协调，该收费项目
被叫停。

!

“跨省”举报不鲜见

让当地纪委意想不到的是，该平
台还常收到“跨地域”举报。其中，
既有举报国企高官腐败的，也有投诉
官员妻子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等等。微
信管理人员介绍，有些举报并非他们
职权处理范畴，只能告诉对方找当地
纪检部门。“这也从侧面说明公众对
反腐的关注，以及对渠道的需求。如

果各地都有这样的平台，就肯定不会
来找我们。”
“微信拓宽了信访渠道，它能走

多远、怎样走，我们都还在探索中。
从目前的情况看，效果非常不错，我们
收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举报信息。”纪玉
华说，对于微信举报这个平台，目前还
只是“谨慎乐观”。“在这一平台的诞生
过程中，包含着一些担忧和反对意见。
比如，怎样处理恶意举报，就要加以研
究。而且处理举报都要投入公务成本，
能否及时正确处置微信举报，也将考
验政府的公信力。如果处置不当，很容
易适得其反引起公众质疑。”

对此，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张小燕表示，洞头纪委将公共微
信平台植入反腐工作，举报人和纪委
通过微信往来、直接对话，省去一系
列中间环节，既节约时间等人力成
本，又契合当下人们时尚的交往方
式。“该平台出人预料地超越了反腐地
界，收到北到黑龙江，南到云南等地的
举报信息，说明群众对通过新媒体反
腐的强烈需求，也表明微信反腐作用
不‘微’，微信软件反腐力度不‘软’。”

（据《工人日报》报道）

随着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在第
4=

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

世界遗产地数量增至
3<

处，超过西班牙，成

为拥有世界遗产地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

拥有
36

处世界遗产的意大利。

世界遗产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民族文

化、历史遗迹或自然资源景观给予的一种肯定

和极高荣誉。可以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带给国人的荣耀是多

方面的，但与此同时，这种荣耀里面充满了焦

虑情绪，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的世界遗产

数量越来越多，兴奋中夹杂的焦虑情绪几乎成

为一种全民表情。

一般来说，世界遗产数量增多是开发与保

护共赢的最好说明，但在我们一些地方，世界

遗产似乎成了攫取旅游利益的筹码和“香饽

饽”。只要某地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接下来

的事情就只剩下了门票涨价和开发的升级，世

界遗产地成了身价倍增的“通行证”，而把保

护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忘记了。

有众多教训可以证明这点：武当山道教建

筑群保护区将“复真观”改建成旅游宾馆“太

子养生堂”；张家界在武陵源保护区内大建接

待设施，并修建世界上最高的旅游观光电梯；

南京明孝陵入选世界遗产不到
5?

天，明孝陵

下马坊的三组石刻被计划迁移等等。更为严重

的是，武陵源等六处世界遗产遭黄牌警告，尤其

是“三江并流”，如果得不到有效整治，其称号很

可能被取消。凡此种种，都让公众对“世界遗产

地数量第二”产生了“荣耀式焦虑”。

消除国人的“荣耀式焦虑”是一道社会

题。首先，要做好对世界遗产管理者的教育和

引导工作，必须摒弃那种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

树一味盲目开发的行为。要知道“世界遗产”

根本的意义在于保护，而不仅仅是旅游开发的对象。为了地方的

短期经济利益或者一部分人的私利，不惜以全人类的遗产作为代

价，实在是一种自杀行为。其次，要引导各方力量参与世界遗产

的开发和保护，不能眼中只有开发而无保护，这需要法律力量的

介入与规制。那种为了利益在保护区内大建宾馆、娱乐场所等旅

游接待设施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必要在国家层面设立统一机构对世

界遗产地进行科学管理，以避免各地为了私利损害遗产。当然，

也需要增加财政投入，以防止地方饮鸩止渴，破坏世界遗产，这

是消除“先开发后保护”的必要条件。

世界遗产公约是一个“保护公约”，并非是“开发公约”，更不是

“旅游公约”。这应成为社会的起码共

识和基本遵循。惟有跳出功利和利益

的泥淖，更看重世界遗产的文化精神

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避免把世界遗

产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才能从根本

上消除国人的“荣耀式焦虑”。

@

月
22

日一大早，浙江省余姚黄家埠镇齐
昌渔业合作社的养殖大户许军良来到自家鱼塘，
准备打捞一晚上下来的死虾苗。令他惊喜的是，
跑了不下

2A

个鱼塘，几乎没有几尾死鱼死虾。
就在

@

月
2A

日，余姚市供电局临山供电所的电
力工人将一台

<A

千伏安的变压器安装到他家鱼
塘旁的配电房顶部。有了自家的专用供电设备，
许军良

=A

亩鱼塘的增氧泵都开足了马力。
今年

3@

岁的许军良是个地地道道的渔民，
“我刚结完婚就包下了

5A

亩鱼塘，一干就是
5A

年。”许军良所在的齐昌渔业合作社地处宁波最
西北角的十六户村，这里曾经是一片茫茫的大
海，从海涂到村落形成不过

4AA

年时间。许军
良回忆年轻时承包鱼塘，一年忙到头，

5A

亩鱼
塘只能赚到万把块钱。那时候电压不稳定电也
不够用，养鱼全靠天时地利，鱼虾因缺氧大量
死亡的场景许军良没少经历过。一池子鱼苗泡
了汤，除去成本和人力一年下来就所剩无几了。

这几年，余姚市农村电网建设力度一年比
一年大，

5AA<

年，电力线路架到了养殖主鱼塘
边上，鱼塘装上了增氧泵，高温季节，鱼虾开
始了“有氧呼吸”。

5AA6

年底，许军良所在的
黄家埠镇实现村村电气化。由此，齐昌渔业专
业合作社养殖之路也越走越稳。如今，齐昌渔
业合作社已经发展社员百来人

B

养殖面积超过
@???

亩。
去年

3

月，靠着手头上积攒的闲钱，许军
良又承包了

3?

亩鱼塘专门用来养殖南美白对
虾。
“养殖最大的风险就在夏季高温季节，这个

对用电质量要求很高。”许军良介绍，南美白对
虾品种最娇贵，一年只有

<

个月的养殖期，水
温必须控制在

C6

到
5<

摄氏度，
C

亩虾塘就要
装上至少

@

台增氧泵，电力一旦供应不上，养
殖户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台风雷雨季节，
一旦电力受到影响，供电所肯定是最先来给我
们解决的。”周边的养殖户对供电所的抢修服务
是没有二话的。

今年
<

月初，临山供电所接到许军良的增
容申请后，结合所里正在实施的新一轮农网改
造计划，很快给许军良的鱼塘设计了增容方案。
“供电所还帮我省了一万多元钱哩。”在安装变
压器的施工现场，许军良站在自家的鱼塘边上，
很是兴奋。临山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在查勘了鱼
塘现场路线后，优化了许军良原先的方案，接
电线路缩短一半，配电房位置也避免了与发电
机发生冲突，增容费用减少万元。

许军良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头小身大，出肉
率高，口味鲜美，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主要出口国外，供不应求。“根本不用愁卖不
出去，专门有人上门来收，有多少要多少

D

”许
军良打开手机计
算器掐算起来，

2

亩鱼塘除去鱼苗
和电费大概赚

2

万元，
=E

亩鱼
塘，一年下来保
守 估 计 可 以 有
=AF6A

万元的收
入。

设立公众账号 受理群众举报

浙江洞头试水微信反腐
邹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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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虾农用上“电力保姆”
卢味红

新疆：哈巴河湿地绿意浓
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城以西

2

公里处的阿克

齐湿地，总面积达
5AAA

多亩。近年来，哈巴河县不断加

大对湿地生态的整治与保护，确保这里水波荡漾，绿意盎

然。图为
@

月下旬，当地牧民赶着牲畜，悠闲地行进在阿

克齐湿地。 刘是何摄（中新社发）

苏州：荷花旅游节开幕
6月23日，2013年第十八届苏州拙政园荷花旅游节

开幕，期间将陆续展出 100余个品种、约 5000株缸荷、

碗莲，游人还可欣赏到园内东、中、西部 7000多平方米

水面的荷花。旅游节将持续至10月10日。图为游人在苏

州拙政园观赏荷花。 杭兴微摄（新华社发）

黑龙江：岗位技能比高下
6月 23日，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黑龙江省第十一届青年职工岗位技

能大赛开幕式暨车工决赛在中航工业哈飞举办，200余名

来自黑龙江省各地的选手参加比赛。图为一位选手在比赛

中。 王 凯摄（新华社发）

河南：盛夏观瀑小浪底
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游客聚集在黄河小浪底

大坝出水口前，亲眼目睹“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观场

景。每年的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黄河小浪底水库在调水

调沙期间，上游水流从大坝的洞群喷涌而出，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人造瀑布奇观。 王 颂摄（新华社发）

6月 23日，位于中不边境上的西藏

日喀则亚东县帕里镇迎来一年一度的“藏

木林吉桑”。“藏木林吉桑”藏语意为赡

洲烟祭，每年藏历五月十五日举行。来自

帕里镇的藏族信徒穿上节日的盛装参

加活动，挂上五彩经幡点燃桑烟，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大图：挂满五彩经幡的山谷

（6月23日摄）。

小图：6月 23日，藏

族群众撒糌粑进行祈福。

普布扎西摄
（新华社发）

西藏：边境小镇迎来“藏木林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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