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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甩锅推责只能自欺欺人

——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②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段时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正在加速反弹，最近每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住院病例数、死亡病例数等
疫情核心指标都在反弹。但就在这
个时候，美国政客仍执迷于甩锅推
责，急不可耐抛出所谓“新冠病毒溯
源报告”更新版，企图通过抹黑他
国，转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这
是对科学的无视，是对生命健康的
漠视，也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
破坏。

事实一再证明，抹黑他国洗白
不了自己，甩锅推责只能愈加贻误
拯救生命的战机。作为全球医疗技
术最发达、最成熟的国家，美国为何
会成为“抗疫失败国”“全球疫情扩
散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负责
任的美国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不把
精力用在抗击本国疫情上，从一开
始就甩锅推责，大搞疫情政治化，结
果不仅让美国民众深受其害，也令
全球抗疫雪上加霜。

为了甩锅推责，这些美国政客
费尽心机掩盖本国疫情、企图粉饰
太平。美国媒体《棕榈滩邮报》和

《迈阿密先锋报》披露，佛罗里达州

卫生部网站曾显示当地2020年1月和
2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检测结果呈
阳性的 171 名患者数据，但该数据于
2020 年 5 月 4 日晚被删除。后来，该
州卫生部发现删除数据导致病例号中
断，又不得不恢复相关数据。类似做
贼心虚、偷偷摸摸的案例，只是美国瞒
报疫情的冰山一角。根据华盛顿大学
的几项研究，美国新冠肺炎感染和死
亡病例可能分别超过6500万和90万，
远远高于官方统计。

为了甩锅推责，这些美国政客不
断上演“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闹
剧。他们诬称，中国试图阻挠世卫组
织正常开展工作。事实上，悍然退出
世卫组织，动辄以停缴会费威胁世卫
组织的，正是美国。公然把疫情污名
化、病毒标签化，干扰世卫组织协调
全球抗疫行动的，也是美国。对世卫
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弃”，对多边主
义“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还是美
国。至于美国政客反复炒作的“病毒
溯源”，只是用来抹黑中国的借口。
事实上，不接受真正科学溯源的正是
美国，不参加国际溯源合作的也正是
美国。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始终
秉持科学、专业、严肃、开放、透明
和负责任的态度，率先同世卫组织
开展全球溯源合作，已经两次邀请
世卫组织专家来华。专家组走访
了所有想去的地方，也见到了每一
位他们想见的人。反观美国，针对
其国内早期新冠病例可能早于已
知时间的报道和报告，美国政客却
始终讳莫如深。今年 6 月美国《名
利场》杂志披露，美国政府内部警
告，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
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
子。但无论怎么遮掩，美国都无法
回避这些问题：德特里克堡生物实
验室临时关闭同“电子烟肺炎”等
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到底有何
关联？美方为何至今还不邀请世
卫组织赴美彻查德特里克堡？在
溯源问题上，既然可以来中国，为
什么不能去美国？

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
己，这是什么逻辑？美国政客的所
作所为充分说明，他们根本不在乎
事实和真相，也没有兴趣进行严肃
的科学溯源，只是想借疫情搞污名

化和政治操弄。不过，任何甩锅推
责，都无法改变美国抗疫不力、拖累
全球疫情防控的负面事实。美国政
府必须明白，对于历史上前科累累
的德特里克堡，对于曾因实验室违
规、污染物泄漏等臭名昭著的德特
里克堡，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提出
疑问，要求美国作出澄清和交代，并
呼吁世卫组织前往彻查。这样的要
求不仅是为了新冠病毒溯源，也是
为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
人民的生命安全。美国不给出合理
解释，质疑就不会结束。

就在不久前，美国媒体通过修
改评分规则，把美国送上“全球抗疫
第一”的“宝座”。然而，全世界都清
楚地看到，美国不断反弹的疫情，并
不会随着政治操弄而消失，只会在
不作为和空喊中越来越严重。我们
奉劝美国政客，尽快找回良知理性，
早日停止甩锅推责。毕竟，霸权思
维阻断不了病毒，强权逻辑控制不
住疫情。尊重生命、尊重事实、尊重
科学，这才是战胜疫情的唯一出路，
才是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人间正
道。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丁焕松

记者8月4日从市税务局获悉，
珠海税务部门集约处理中心自今年
5 月起正式对外服务以来，已对全
市纳税人通过线上办税渠道提交的
16 类 215 项业务事项进行集中处
理。截至 7 月底，全市集约处理中
心共受理业务85.3万笔。该中心启
用以来，线上业务的平均响应时间
由原来的 2 天减至半小时以内，纳
税人缴费人享受到了线上办理业务
的便捷。（本报8月5日02版）

办税是税务部门的核心业务

之一，服务成效直接影响纳税体验和
税收征管。我市税务部门急纳税人
所急、想纳税人所想，从便民办税入
手，持续优化线上办税服务，不断提
升纳税服务质量和纳税人缴费人满
意度。这样的做法，值得政府部门借
鉴和学习。

“人性化”服务，提升社会满意
度。纳税人体验是纳税服务的关键所
在，税务部门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对线上业务进行流程再造，
创新开设集约处理中心，推动业务“不
隔夜”，群众办理税费更快捷更方便；
落实“首违不罚”制度，彰显“柔性执
法”理念，有效促进税法遵从，让税务
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推出8项“税
务微实事”，推动税费服务便利化、税
务执法精细化、征纳互动智能化……
通过推动各项惠企利企政策措施落到

实处、见到实效，营造良好的税务营
商环境，不断增强纳税人缴费人获
得感。

“一站式”办理，提升办税便利
度。现代社会，时间就是成本，速度
就是效益。税务部门持续推进“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在办税流程上做

“减法”，有力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
服务水平。从缩短线上事项申请平
均办理时间，到全省率先实现在一
个窗口便可综合办理税务、社保业
务，再到联手不动产登记部门共同
打造线下“一窗受理”服务，这些创
新措施提高了办税效率，让纳税人
缴费人少跑路，也降低企业成本和
负担，从中更折射出税务部门担当
作为、服务为民的良好作风。

“助成长”政策，打通融资“肠梗
阻”。对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难融

资贵一直是企业成长路上的“绊脚
石”。在积极推动减税降费政策的
基础上，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税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持续推行

“银税互动”，引入金融活水为市场
实体经济“输血”，用信用换来“真金
白银”，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这既是在为企业发展“雪中送炭”，
其实也是在为税收增长“放水养
鱼”。企业在得到政府扶持和发展
起来之后，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自觉
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精准对
接纳税人缴费人实际需求，努力解
决好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为企业
和群众带来更好的办税体验，既能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增强纳税人缴
费人的获得感，也能营造一流的营
商环境，助推珠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正值暑期，无论是乡村旅游还
是卫生防疫，都要求加快推进农村
改厕工作，让群众更方便，让环境更
宜人，让生态更优美。

厕所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尺。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是解决“方便”
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的初级卫生
保健、90 年代的卫生城市创建，再
到如今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
映射着社会进步。

厕所事关乡村文明树新风。农
村改厕，常常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农村污水治理、乡风文明提升等“打
包”实现，不仅仅带来文明习惯的改
变，也带来健康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迸发
出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农村厕所革命既要肯定成绩，
也要正视问题。当前一些东部发达
地区，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5%以上，但在有的地区，因为模式
不适应，建了没法用；有的因为缺乏
管护机制，锁上不让用；有的因为质
量不高，建了不耐用。

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的影子——没有考虑
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承受
能力，盲目拔高标准；推进方式简
单化，搞一刀切，缺乏后续管护；没
有考虑群众意愿和需求，盲目下指
标、定任务……

补上农村厕所这块民生短板，
需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掌握群众意
愿，满足群众需求，既不能贪大求
洋，也不能降低标准，要因地制宜，
尊重规律。

具体来说，就是要注重同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
和风土人情相协调，坚持宜水则水、
宜旱则旱，选择简单实用、成本适
中、技术成熟、群众乐于接受的改厕
模式，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补
齐农村厕所这块民生短板，提升群
众幸福感。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暑期加速改厕，补齐民生短板

□何勇

近日，一则“穿短裤上班被开除
后员工状告公司”的劳动争议引起
热议。据裁判文书网显示，丁某穿
短裤上班，店长文某某要求丁某着
工装上班，丁某以天气热、没有开空
调为由拒绝，于是店长对丁某罚款
50 元予以惩戒。但此后丁某仍穿
短裤上班，遂以不服从管理为由被
辞退。丁某认为不着工装即被开除
处罚过重，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
审理认为，公司有权因为丁某违反
规章制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公
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规章制度制定
的合法性，故支持了丁某的主张。
（8月5日《工人日报》）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企业为实现对劳动者的有效管理，
制定一些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以
企业“家规”的方式制定运用警告、
降薪、调岗、解雇等措施，约束劳动
者，这属于企业自主管理权，本身无
可厚非，也是企业常用的管理手段。

但是，“家规”不能大于国法，不
能凌驾国法之上。企业不能为了让
劳动者事事听话、时时听话就制定凌
驾国法之上的诸如规定员工每天只
能上几次厕所、每次上厕所不能超过

几分钟、女员工怀孕要排队之类的
“家规”，这些“家规”有悖公序良俗，
触犯了法律底线。从法律角度说，企
业立“家规”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是

“我的企业我做主，谁不服管就罚
谁”，必须在法律法规的许可之下，既
要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又要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
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
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
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
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
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
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
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
动者。企业绕过劳动者，制定奇葩

“家规”，既违法又失德。
对于企业严重损害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家规”，不能完全指望劳动
者主动站出来说“不”，人社部门要
依法为劳动者主持公道、壮胆撑
腰。同时，要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推动源头治理、多元化解，促进构建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企业“家规”不能凌驾法律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