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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按下“快进键”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系列评论之四十六

□珠海特区报评论员

新华时评

新华微评

近日，一些地方明确要求，不
得将一线医务人员轮休、隔离天数
计入本人带薪年休假假期，不得向
轮休的一线医务人员安排工作任
务。让“白衣战士”好好休息、调整
身心，是对他们的关爱之举，决不

能打折扣、搞变通。心贴心是真关
心，实打实才暖心。关爱医务人员
的政策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切
实排忧解难，真正让他们受尊重、
得实惠，这才是公众最希望看到的

“致敬”。

关爱医务人员不能打折扣

随着一些地方消费场所陆续复
业迎客，“人间烟火气”吸引人们“逛
吃玩”。然而，有些消费场所防疫措
施松懈，存在安全隐患，令人忧心。
疫情尚未结束，防控不可大意。消

费场所通常是相对比较密闭、人群
比较集中的区域，更应绷紧“安全
弦”，做好消毒、通风、人员防疫等工
作，确保消费者放心出门、安心消
费。

沾“烟火气”需绷紧“安全弦”

市疫情防控工作现场新闻发布
活动之“1+7”稳增长政策解读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场3
月24日召开。记者获悉，针对疫情
带来的企业“返岗难”和“招工难”问
题，我市精准施策，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升
级出台了《珠海市支持企业复工用
工稳岗若干措施》，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加速度”。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复工复产
关乎生计。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策略已转向“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情况下，如何让经济社会运行
秩序加快恢复，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降低疫
情对社会生活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影
响，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
补回来，就成了一项紧迫任务。

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珠海
一直在行动。截至 3 月 22 日，全市
返岗企业职工 83.82 万人，返岗率
87.78%。全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全
面有序恢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率高，中小企
业比例偏低；工业企业开工率较高，
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却比较
慢；部分劳动力流失，企业面临“招
工难”等问题。

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问题，说
到底是由于疫情影响，人流、物流、
资金流等依然存在“肠梗阻”，这需
要政府扶一把、送一程，有针对性地
精准施策。而“1+7”稳增长政策组
合中的用工稳岗措施，针对当前企
业复工复产的难点痛点，一方面出
台延迟复工补贴、到岗奖励、招工补
贴、劳务输入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做
好政策“加减乘除”法，另一方面凝

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营性服务
机构、劳务工作站等多方合力，打好
政策“组合拳”，种种“硬核”举措，
无疑按下了我市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的“快进键”。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复产，贵在精准，要在落实，重在
实效。“1+7”稳增长政策既已出
台，接下来就看贯彻落实，我们一
定要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
性，把一项项政策落细落地、落实
落好，让所有企业尽快回归正常
经营轨道，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程绍德

记者3月24日从狮山街道办获
悉，青春社区针对人员流动大、企业商
铺多等现状，以联盟组建、复工返珠人
员报备、实地走访、暖企政策宣传到
位、链接资源、健康知识培训等措施，
实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

不误”。（本报3月25日03版）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给经

济社会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是经济
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
时间停摆。尤其是那些对稳投资、
促增长和实现全年经济社会目标任
务具有重要作用的重点工程、项目，
必须尽快复工复产，争取把损失的
时间和进度抢回来。

从目前情况来看，疫情防控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国疫情防
控形势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不
少省份也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

调整了应急响应级别。但是，眼
下境外疫情呈现快速扩散态势，
境外输入病例逐渐增多，随着全
国 大 多 数 地 方 逐 步 复 工 复 产 复
学，“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仍
然十分艰巨。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今年的工
作尤为重要。战疫情，稳经济，两场
战役都要赢。因为受疫情影响，各
项工作任务更重，完成时间更紧，必
须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随着疫

情防控出现积极变化，广东按下了
复工复产“加速键”。但是，越是在
这种情况下，各级各部门更要严明
纪律、压实责任，拧紧疫情防控的

“安全阀”。杜绝企业集聚性疫情发
生，除了需要企业员工做好个人安
全防护之外，还需要企业管理者不
断强化主体责任意识，落实好中央
要求和地方规定。也只有在“安全
模式”下推动复工复产增速提速，才
能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真正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

全力拧紧复工复产“安全阀”

哪里垃圾狼藉？哪里有公厕
异味？哪里有占道经营？……浙
江宁波市文明创建市民巡访团在
市文明办的指导与支持下，于去年
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发起“守护宁
波·争做文明啄木鸟”活动，第三波

“啄虫”活动时间为3月25日至4
月25日，市民每“啄”一条“虫”，可
继续获得20元移动话费奖励。（3
月25日《宁波日报》）

珠海在城市发展中始终秉承
生态优先理念，不断推进绿色低
碳城市建设，倡导绿色生活，发展
低碳经济，开放、创新、生态、文
明、活力的城市特质日益彰显。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不
断加深，城市发展软实力持续增
强，城市宜居水平、核心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珠海
广大市民的自豪感、幸福感、归属
感、获得感显著提升。近年来，珠
海大力改善城市环境，建设了沿
海的绿化带、景观带，打造了数个
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珠海的城
市形象更加亮丽。

在城市建设中，每一个市民
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城市
建设的每一个方面，都与市民生
活息息相关。2018 年 5 月开展的
文明珠海“随手拍”，与宁波“争做

文明‘啄木鸟’”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珠海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思想大解
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的
务实之举。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各级城市管理部门敢于作为，如
今的珠海，路更平、灯更亮、景更
美、心更齐，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上了一个崭新台阶。

希望城市“啄木鸟”越多越好，

城市“啄木鸟”越多，城市的肌理才
会越来越健康，才会越来越有情
怀、温度和格调。

点评：高 飞
漫画：于仁智

这样的城市“啄木鸟”越多越好

□辛识平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
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将于3月26日举
行，这将是G20历史上首次举行领
导人视频峰会。这次关键时刻召开
的特殊会议，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 40 万例，蔓延趋势令人担忧：
从报告首个病例到第 10 万个病例
用了 67 天；从 10 万增长到 20 万用
了11天；从20万到30万病例，仅用
了4天。作为全球危机应对和经济
治理重要平台，G20 就应对疫情蔓
延、稳定世界经济进行沟通协调，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承载着世界的共
同期待。

世界期待G20凝聚团结合作的
普遍共识。疫情如同一面明镜，映
出守望相助的真挚情谊，也照见不
负责任的自私之举。最近一段时
间，无论是一些政客借疫情污名化
中国，还是个别国家截留他国抗疫
物资，都给全球抗疫合作蒙上了阴
影。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
说，“人类团结精神的传播力必须高
于病毒本身的传染力”。抗疫是没
有国界的战斗，各国唯有团结协作、
并肩作战，才能有效阻断疫情蔓延，
最终战胜疫病。

世界期待G20拿出共克时艰的
有力行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

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据联合国估
计，到今年年底，疫情造成的损失将
以万亿美元计。在疫情冲击之下，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陷入困
境。由于零部件供应不足，不少企
业被迫暂停生产；一些非洲国家因
为贸易限制，无法进口粮食和呼吸
机等抗疫设备……面对凶猛的疫
情，出台具有针对性的举措，释放共
同应对挑战的强有力信号，把疫情
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既是这
次峰会的重要使命，也事关各国发
展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世界期待聆听战疫克难的中国
声音。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本着公开、透
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
息，毫无保留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
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并尽力为各
方提供援助。习近平主席出席特别
峰会，体现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
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
推动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大国
担当，体现了中国支持G20加强协
调合作、稳定世界经济的积极态度。

“我们将难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而将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诚如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
说，特别峰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各国
唯有齐心协力、携手前行，才能战胜
疫情的严峻挑战，共同迈向光明的
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特别峰会承载世界期待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警醒人
们必须讲个人卫生、保持公共卫
生。两个月来，戴口罩、勤洗手、勤
消毒成了人们每天的“规定动作”。
但随着疫情形势好转，街上行人越
来越多，烟头、垃圾、斑斑痰迹又重
现地面。疫情“伤疤”还没好，不能
这么快就忘了疼，必须彻底摒除不
讲卫生的积弊。

平日留心观察就可发现，诸如
饭前便后洗手、用手帕擦鼻涕、将
垃圾扔进垃圾桶、不随地吐痰等，
受过教育的孩子这方面意识比有
些成年人强。最近，四川多地在推
动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时，就意

识到这个问题，将“小手拉大手”
“学生教育家长”作为宣传教育的
具体措施。

随地吐痰会传播疾病，乱扔垃
圾会滋生细菌的道理，人们都懂。
但常常积弊难改，关键还是思想意
识和习惯问题，一些人觉得这只是
生活小节。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认
识到，卫生习惯不是小节，而是关系
到健康安危的大问题。讲卫生、保
持公共卫生，不仅是特殊时期需要，
平时也要养成自觉遵守的习惯。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并非一蹴
而就。要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认真对待卫生习惯问题；同
时，纠正不讲卫生陋习，惩戒措施不
能缺位。

新华社成都3月25日电

摒除卫生陋习
不让“小节”毁了“大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