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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区区会会所所建建残残障障庇庇护护所所引引争争议议
业主：当年按会所规划 开发商：已卖给残联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王风伟

小区“会所”

卖给残联使用
这栋引发争议的建筑位

于小区门口南侧，西侧紧挨居
民住宅楼。“这里原先是开发
商办公用的，后来搬走了。”由
于业主抗议，建筑大门紧锁，
北门上挂着“坚决抵制精神病
院进小区！外海蝶泉全体业
主”的红色条幅。

“规划中，这栋建筑应该
是会所。”外海蝶泉山庄的业
主王女士说，“当年买房时，这
也是一个宣传亮点，不少人都
是看中了这里的基础设施才
买的。可谁知道，隔了七八年
没用，现在一下子就要卖出
去，变成残联办公场所。”

5日，记者见到了外海蝶
泉山庄的十余位业主，不少人
表示，这栋建筑当年是按照

“会所”用途规划，如果要使
用，首先应建设成一处为业主
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场所。如

果要卖掉或做其他用处，也需
要征得业主同意。

小区门口所贴的规划图
上 ，这 栋 建 筑 标 注 的 是“ 会
所”。业主李先生表示，物业管
理条例中规定：“按照规划要
求在住宅小区内配套建设的
会所、幼儿园的归属，应当在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约定
属于建设单位所有的，建设单
位应当提供产权归其所有的
证明文件，并优先为业主提供
服务。”他认为，这栋建筑应当
首先为业主的生活提供便利，
而不是作为残联或其他方面
的用途。

当初规划

就是商业用途
5日下午，记者联系了开

发商——— 山东省新天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女
士告诉记者，这栋建筑当初规
划就是商业用途，2014年，此
处房产已卖给市中区残联，房
权证也已转移到残联手中。

“当初在规划时，报批的就是
商业性质，可以买卖。如果是

为业主规划的建筑，是办不出
房产证的。如果业主认为这样
违规，可以去房产局询问。”

对于业主的维权行为，赵
女士表示：“可能是居民有误
会，担心有精神病人入住，影
响他们的安全和居住等。这需
要残联和居民进行沟通。”

“我们了解到，残联要在
这里建设办公区和残障人士
庇护所，残障人士住在这里不
合适，一是门前车来车往不安

全；二是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
里，担心孩子会受到影响。”业
主于女士说。

“不是歧视残疾人，是希
望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即使
其他单位想用这栋建筑，我们
也不同意。小区一直没有老年
人活动中心、休息室等，这地
方从2008年起就闲置，为什么
不能为业主建设娱乐文化场
所，而是要给其他单位使用
呢？”业主渠女士说。

近日，外海蝶泉山庄的业主很是心烦。小区门口一幢原先的规划图上写为“会所”的建筑，被卖给了
济南市市中区残疾人联合会，即将作为市中区“我的兄弟姐妹”庇护所新址。

一一政政府府部部门门网网站站99个个月月不不更更新新
缺乏重视、人手不够成部门网站“撂荒”主因

济南市民曹先生称，日前他在济南建设网查询工程竣工日期时发现，该处信息还停留在2014
年8月。记者调查多家政府职能部门网站后发现，除了信息更新慢，办事难、万能回复、官气十足
也是当前政府网站存在的问题。传播学专家表示，互联网时代，政府职能部门已经到了提高网商
的时候了。

日前，市民曹先生反映，
济南建设网站部分板块更新
比较慢。“我的房子没有备案，
之前给建委打电话，好长时间
没有回复，后来我又去该单位
的网站上看了一下，网站上居
然没有相关信息。”曹先生说。

曹先生打开济南建设网
热点服务链接后看到，工程竣
工备案一览表居然只更新至
2014年8月，到现在已有9个月
的时间了。记者在济南城市建
设网工程竣工备案一览表看
到，该处共有1279条记录，最
近 的 记 录 就 是 曹 先 生 所 说
2014年8月济南西客站片区场

站一体化工程。在城市建设网
热点服务的补偿方案公告一
项中发现，该处仅有6条记录，
最新的数据为2012年5月，距
今已近三年时间。

对于网站信息更新慢的
问题，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为部门职能调整，此前网站
已经发布了关于部分板块的
信息不再更新的说明。

“市民肯定想看最新的消
息，部门正在积极处理此事，
尽快把最新的消息发布在网
站上。”济南城乡建设委员会
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称。

记者查询了济南市十几
家政府部门网站后发现，更新
滞后、网上办事难在某些政府
部门网站上或多或少地存在。

记者5日登录了济南质量
技术监督局网站。在“质量管
理”一栏中的“工作动态”新闻
中有 99条记录，最近的一条

“关于举办企业首席质量官任
职培训的通知”发布日期为
2014年8月27日。而济南林业
信息网中专题活动一栏，其中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板
块最新的信息发布于2015年1
月4日，同时该板块到目前为
止就发布了这一条信息。

除了网站信息更新速度
慢外，一些政府网站设置的在

线办事、咨询等功能也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

在一些政府网站的咨询
建议一栏，市民咨询建议前先
要填写姓名、设定密码、确认
密码、邮箱、联系电话等。有市
民抱怨：“举报都能匿名，咨询
个事咋这么麻烦。”

对于在网站上留言的市
民来说，政府部门的回复有时
也不够明白。物价局网站上，
2013年4月，一市民咨询工商
业电价下调执行文件何时下
发，物价局答复 :省物价局文
件正在转发过程中。农业局网
站上，一市民咨询职称资格证
书何时下发，该局人事处回
应：正在办理，近期发放。

噪网上咨询建议流程复杂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通知，要求自2015年3月至
12月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
站普查，重点查处政府网站

“不及时、不准确、不回应、不
实用”的“四不”问题，切实消
除政府网站“僵尸”、“睡眠”等
现象。

针对国家推出政府网站
新政，济南市政府下属单位一
宣传人员直言，搞好政府网站
关键是看单位领导。“如果领
导比较重视，非常注意宣传工
作，那么政府网站一般办得有
声有色，如果单位领导不重
视，想办好网站非常不容易。”

据了解，目前政府网站主
要是由新闻中心、信息中心相
关人员兼职做，人手不够容易
出现官网“撂荒”现象，而且政
府网站又缺少专业的人才，不

知道如何快速有效地对热点
事件“发声”、如何做好服务。

济南市政府某下属单位
负责发布新闻的工作人员称，
目前该部门新闻宣传科工作
人员就一个人，没有专门的信
息中心。“网站是一个系统工
程，包括技术维护等等，单靠
一个人肯定不行。”

除上述两主要原因外，缺
少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也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政府网站休
眠。一单位宣传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各部门的网站归济南
市政府信息中心管理，但信息
中心工作人员称，信息中心主
要负责济南市政府网站和电
子政务外网，不负责各部门网
站的管理，信息中心只能算是
政府网站站群，对各职能部门
网站仅是业务指导。

噪监管不力助长政府网站休眠

政府网站不仅是一个为民
办事、为民服务的平台，也是一
个了解民情、听取民意的窗口。
但像市民曹先生反映的网站信
息更新慢的问题并非个案，在线
办 事 办 不 了 事 ，指 南 越 指 越
难……政府网站存在的问题已
经引发了民众诸多诟病和不满。
作为政府门脸的政府网站，其发
展速度和管理水平已经严重影
响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清华大学教授沈阳曾就这
种现象表示，政府网站发展滞后
反 映 的 是 ，很 多 领 导 缺 乏“ 网
商”——— 不愿意或不善于利用互
联网进行信息公开、与群众沟
通。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副教授、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冯炜称，主要是政府为民服务的
意识不够。“主管部门的领导懂
不懂、重视不重视直接影响着政
府部门网站的建设情况，现在一
些政府部门没有传播意识，确实
有些落后于时代了。政府网站不
能很好地服务于民众，这些都是
应该改进的。”冯炜称。

对于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滞
后、实用信息少等问题，冯炜称，
对于那些窗口性质强的单位，市
民每天都需要了解他们的工作
动态，政府网站必须及时更新信
息，同样一些涉及民生行业的部
门，比如民众比较关注的水务、
燃气等单位，更要及时地提供最
新的信息。

政府部门

需提高“网商”

专家观点

建设庇护所被业主抵制，市
中区残联调研员邓鸿雁也是满腹
委屈：“我们已经买下了这处建
筑，规划图都做好了。”

规划图上，这栋5层建筑不但
包括残联的办公区域，还有市中
区“我的兄弟姐妹”庇护所。俞女
士是市中区“我的兄弟姐妹”庇护
所所长，她表示，正是为了打消小
区业主的顾虑，在规划中，庇护所
新址的大门朝东，和小区大门同
向，这样残疾人无需经过小区大
门，就可以进入庇护所。

“庇护所的上班时间正好和
业主的生活时间错开。而且送到
庇护所的残障人外表和正常人区
别不大，只是脑部发育迟缓，反应
速度比正常人慢一些，很安静，也
很听话，不会伤害别人。”

俞女士和邓鸿雁都认为，社
会中对残疾人还是存在一些误解
和偏见。目前，市中区残联正在与
开发商和外海蝶泉山庄的业主进
行沟通，希望三方能够充分探讨
此事，达成一致意见。

庇护所跟小区

不一个门

部门说法

外海蝶泉山庄业主在商量维权事宜。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噪网站信息停留在去年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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