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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政府的建设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升

公共服务效率、惠及民生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由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指导、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工业

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主办的2021年数

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暨第二十届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

发布会日前召开，对当前数字政府建设成果进行总结，为

接下来各地数字政府服务发展提供了借鉴。

网络世界 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

2022年1月12日 星期三

网上中国

服务场景不断丰富

“数字政府建设是加快政府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汪玉凯认为，各地政府门户网站的
普遍建立、整合直至一体化是政府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为百姓获取政府
信息、参与政务管理和网上办事提供了
直观的窗口和通道。

经过多年发展，数字政府服务场景
不断丰富，包括一网通办、大数据金融
服务、“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等。
2021 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结果显
示，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经过萌芽期、探
索期、发展期的建设实践，已进入全面
改革、深化提升阶段，近3年中国省级和
重点城市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整体水平不
断提升。

同时，组织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统
筹指导数字政府建设。多地成立数字政
府建设相关领导小组、政务数据统筹管
理机构。广东、浙江、江苏等部分地区
开始探索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统筹推
进和指导数字政府建设。

多地政府积极构建数据开放平台，
数据开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1年11
月底，已有19个省份和19个重点城市的
数据开放平台上线运行。其中，19 个省
级平台共开放19万个数据集、8万多个数
据接口、67 亿多条数据量，数据规模不
断扩大。

“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各地的数字政府服务提升了公共服
务效率，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让数
据多跑路”。2021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
估结果中介绍了多地实例。

比如，通过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切实解决了群众异地办事面临的堵
点难点问题，“多地跑”“折返跑”等现
象得到缓解。除全国范围的跨省通办
外，京津冀、长三角、泛珠区域、川渝
地区、西南五省、西北五省区、东北三
省等7个地区实现了区域内的跨省通办。

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代表的“无感申
报”“反向办”“政策精准送”等主动式服
务，提升了政府服务的智能化、便捷化水
平。2021 年 9 月，深圳公安推出了 63 项

“无感申办”服务事项，包括港澳台通行证
和护照办理和签注、驾驶证补换证、身份
证补换申领等事宜。申请人登陆广东政
务服务网或“i深圳”APP后，通过扫脸识别
验证，即可自动填充表单信息，减少了信
息反复填写、办事材料重复提交的麻烦。

“深圳市60岁及以上老人可以免费接
种新冠疫苗了。”这是家住深圳市罗湖区
黄贝街道的老人庄峰婵收到的一条短信
提醒。2021 年，深圳市罗湖区打造“反
向办”服务一体化平台，通过大数据智
能分析匹配，精准定位“应享未享”福
利政策的企业群众，助力服务部门定向
做好线上温馨提示、推送办理指引，并
为下一步研判优化政策提供决策支撑。

数据显示，八成以上政府网站已经
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相关改造。例如，北
京市政府网站老年办事专区整合提供了
老年人常用的热门服务、老幼健康码使
用指南、福利津贴申领、养老保障、退
休管理、养老机构等服务。数字政府服
务的适老化改造，帮助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普惠服务效果已经显现。

提高政务系统运转效率

在取得进步的同时，数字政府建设
仍有提升空间。本次评估也提出了3项需
要各地关注的问题，比如数字政府制度
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措施仍需进一步加强；数据共
享应用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对此，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相关负责人
建议：一是出台国家层面的数字政府建设
指南，指导中国数字政府总体建设；二是

深化权威高效的国家数据统筹协调机制
改革，形成扁平高效、上下贯通、整体联
动、执行敏捷的组织体系，促进数字政府
建设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工作机制整体运
转顺畅；三是推进数字政府标准规范体系
建设，加快数字政府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

“立改废释”，组织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标准、数据资源管
理标准、建设运维规范等相关标准规范；
四是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过程及效果的监
督评价，定期开展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评价
评估，以评促建设，以评促发展。

在汪玉凯看来，进一步加快推进数
字政府建设，关键要破解互联互通、数
据共享、业务协同这三个难题。“首先要
解决政府部门间的行政壁垒，让数据可
以流通共享。面向长远，政府要围绕百
姓关注的医疗、教育、环境等公共服务
构建综合性的应用系统，真正实现系统
畅通，高效运转，让数字政务在关键时
刻真正发挥作用。”汪玉凯说。

云中漫笔
2021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结果出炉

“数字政府”建设大踏步推进
本报记者 李 贞

青少年机器人创客大赛
1月1日，江西省新余市青少年机器人创

客大赛迎新开赛。来自新余市的230多名青少
年分125个组别，分别进行机器人寻宝、智能
驾考、智能搬运、编程等10个项目的竞技。

近年来，新余市通过搭建机器人创客大
赛等科技类、创新类竞技平台，促进中小学
人工智能、编程教育的快速普及与发展，培
养青少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激发青少年
对科学的兴趣。

图为参赛选手正在比赛。
赵春亮摄（人民图片）

消费规模快速增长

“这套球拍是我最近的快乐源泉，
我还和这个卖家成为分享打乒乓球爱好
的网友。”在北京工作的“90 后”乒乓
迷林旻告诉本报记者，最近，她在某线
上二手交易平台上买下了一套休斯敦世
乒赛冠军纪念乒乓球拍。作为线上二手
交易平台的“买家”和“卖家”，她在
二手交易平台上买过炒锅等生活用品，

“淘”到喜欢的二手首饰，还“捡漏”
过抢手的话剧票。

如今，像林旻这样年轻的线上二手
平台用户越来越多。易观数据分析机构
发布的报告显示，从用户年龄来看，35
岁以下人群是二手电商的主力用户，

“80后”“90后”对商品消费的态度既关
注性价比，也愿意享受超前消费，是消
费升级的主流群体，出生于 1995 年至
2009年间的年轻人也是二手电商的潜在
用户群体。

如今不少人在网上买卖日用百货、
数码产品、家居用品等闲置物品。在

“买家”与“卖家”两种身份间转换，
成为许多年轻消费者的新型生活方
式。从线下的“跳蚤市场”到线上二
手交易平台，线上交易已成为目前二
手物品的主要交易渠道之一，消费规
模快速增长。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等
机构发布的 《2021 中国闲置二手交易
碳减排报告》 显示，中国二手闲置物
品交易规模从 2015 年约 3000 亿元快速
提升至 2020 年破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闲置物品交易范围覆盖了几乎所有消

费品品类，预计 2025 年将达到近 3 万
亿元的市场规模。

有效盘活可用资源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
于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
通知》，提出规范发展二手商品市场，
完善二手商品流通法规，建立完善车
辆、家电、手机等二手商品鉴定、评
估、分级等标准，规范二手商品流通秩
序和交易行为。2021年10月，国务院印
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
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健全资源循环利
用体系，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推行

“互联网+”回收模式，实现再生资源应
收尽收。线上二手交易不仅让处理闲置
商品更加便捷高效，也日渐发展为一种
追求个性、崇尚环保的消费方式和生活
理念。

“从买家角度看，在线上二手交易
平台可以买到价格优惠的二手商品，
而且常常能找到一些市面上已断货或
很少出售的商品，也可以找到一些类
似签名球拍这样的个性化物件。从卖
家角度看，在线上二手交易平台卖一
些自己闲置的物品，主要目的是让闲
置物品获得再利用，或者分享某些生
活趣味，常常是有趣为主、收益为
辅。”林旻说。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
迪认为，不同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
二手经济未必需要线下体验，二手平台
不仅让消费成本降低，也让交易更便
捷。如今，盘活可用资源等可持续消费
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出售和购买二手

商品成为一件性价比较高且环保的新型
消费方式。对年轻消费群体而言，在线
上二手交易平台购买商品增添了许多个
性化、趣味性的体验。

平台须严把质量关

随 着 线 上 二 手 交 易 规 模 不 断 增
加、交易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类二手
交易纠纷时有发生：购买二手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发现卖家隐瞒事
实，告知虚假信息；在网络平台购买
二手服装箱包、首饰、手表等奢侈
品，发现是高仿假货……二手交易后
维权难、监管难等问题，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

有关专家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二手物

品前要详细了解产品信息，通过平台指
定的正规支付途径支付货款，保存好相
关证据材料。在发生纠纷后，及时通过
调解、投诉、诉讼等方式依法维权。

“二手交易平台应当强化责任意识，重
视资质审核，完善交易规则，净化发布
内容，严把质量关，提供售后服务，积
极解决纠纷。”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
副会长赖阳表示。

“目前中国二手市场正呼吁一场供
给侧和消费侧的创新改革。一方面，
供给侧须不断创新，鼓励推进二手消
费业态，支持二手交易电商发展，平
台自身要完善消费者服务体系；另一
方面，消费侧需要大力普及可持续消
费、绿色环保消费，建设资源友好型
社会，让二手交易这种社会新风尚稳
健发展。”朱迪说。

一段时间以来，“大胃王”
类型的“吃播”风靡网络，主
播以异于常人的食量来吸引关
注，然而，其背后对食物的浪
费遭到广大网友的反对。国家
发改委近日发布 《反食品浪费
工作方案》，禁止制作发布传播

“大胃王”音视频。
以“大胃王”为主题的“吃

播”，视觉效果确实惊人，眼看着
堆成小山的食物被主播风卷残
云般一扫而空。如此“表演”满足
了部分人的猎奇心理，博得了眼
球。一些“大胃王”主播有千万量
级粉丝，单条视频作品获得上百
万点赞量。

有人好奇，一口气吃下这么
多食物，真的可能吗？有实拍视
频揭开了一些主播的秘密：他们
把食物放进口中嚼一嚼就吐掉，
根本没有真吃，只是通过剪辑视
频来欺骗观众，而一些“网红”主
播被发现是事后催吐，这些伎俩
都是在毫无意义地浪费食物。此
类“吃播”也会对主播的身体造
成伤害，即便是假吃、催吐也无
法避免。有专家指出，暴饮暴食
是胰腺炎等疾病的重要诱发因
素。除了主播本人浪费食物、损
害身体以外，也会对观众产生误
导，为了模仿他们而造成超量点
餐，造成更多浪费。

如此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情，必须引起广泛重视，并坚
决予以制止。《反食品浪费工作
方案》 明确提出，禁止广播电
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
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
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
品的节目或音视频信息，对拒
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处以罚
款、通报批评或节目停播整
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根据《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的安排，广电
总局、网信办等部门将按职责分工负责，严格食
品浪费相关信息监管。这就要求互联网平台进一
步落实主体责任，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平台内
容加强管控，包括使用新技术、新手段，完善监
管体系，确保“大胃王”主题“吃播”无处生
存。更重要的是，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珍惜粮
食、节约粮食的观念，让合理饮食、健康饮食蔚
然成风。

“吃播”行业岂能被“大胃王”主题带偏？胡
吃海塞不过是低级趣味，中华美食文化博大精
深，何愁找不到新奇有趣的“爆点”，让大众为之
眼前一亮？近来，一些主播以广袤美丽的乡村为
背景，用富有特色的食材与做法烹制美食，吸引
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与点赞。相信随着《反食品浪
费工作方案》 施行，“吃播”行业将更趋文明节
俭，走向健康发展，让网民们看得更加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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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个性，崇尚环保，分享爱好

线上二手交易越来越火
本报记者 高 乔

近年来，随着绿色消费风

尚深入人心，线上二手交易平台

日渐火热。打开线上二手交易

平台，既能找到二手服装、图书、

电子产品、生活用品，也能发现

各种演出门票、潮玩盲盒等个性

产品。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在自助申报
区引导群众通过互联网和自助设备快速办理登记业务。 李 鑫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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