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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
如何实现有序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
之间的平衡？如何辨别人员的健康状况、
避免出现聚集性的传染事件？近期，健康
码在全国各地的推行为这些问题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目前，北京市、广东省、湖北
省等地均已推出官方健康码申领渠道，各
个省份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也正在启动。
企业想复工复产，
又担心疫情传播，
兼
顾两者的最佳方式，
是准确掌握员工近期的
活动轨迹，
从而分出低中高三种风险等级来
区别对待，
而要想掌握员工的活动轨迹，
大
数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健康码切中需求，
既具有极高的信息科技含量，
又化解了企业
当下的烦恼，
是不可多得的创意产品。
健康码为复工复产服务，是纸质出入
证的电子版，可以称之为“复工健康码”。
这就意味着，等疫情过后，企业不再面临
复工防疫难题，它似乎再无存在的必要。
然而，仅仅将健康码当作临时防疫举措，
这个好创意被浪费实在有些可惜。如果
将其制度化、长期化，因疫情催生的这个
好创意就能留存下去。
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克服弊
端，规避潜在风险。个人信息越丰富、使
用越便捷，信息泄露的风险也越大。小小
的一个条形码，却记录着姓名、身份证号
码、联系方式、位置、行程、健康等大量个
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被滥用，后果不堪设
想。此外，不同地方收集信息的渠道和方
式不同，健康码的信息类别与质量也不
同，相同个人信息到了不同地方，可能被
记录成不同的内容、得到不同的解读。因
此，放心并畅通使用健康码的前提是，信
息安全漏洞需堵上，
标准与规则需统一。
还要看到，此次专门服务于复工复产
的健康码，容易与其他相关凭证码相混
淆。比如，
具有就诊卡功能的电子健康码、
具有医保支付功能的医保电子凭证等，在
名称上都与此次健康码相似，普通民众难
以区别，使用时更会感到困扰。其实，
“复
工健康码”
属于电子健康码当中的一种，
只
不过电子健康码全面记录了健康信息，而
“复工健康码”
只是记录了健康信息当中的
疫区旅行史、
疾病接触史等信息。因此，
两
者在名称与内容上，
都有必要加以整合。
从短期来看，不妨对复工健康码进行
一次“健康体检”，使其更趋完善。从长远
来看，不妨将其特有功能整合进电子健康
码等相应电子凭证当中，或者将电子健康
码中的疫区旅行史等信息加以重点关注，
使其防疫功能得以凸显。若如此，再遇疫
情传播时，社会应对就会更加快速有效，
企业复工复产也会更有章法。

让“云祭扫”成为
清明新风尚
陈广江
清明节就要到了。往年，不少人选择
在这期间远足祭扫、缅怀先人。据报道，
为避免现场祭扫引发聚集性疫情，近期北
京、广东、江苏、山东等全国多地发文“暂
停现场祭扫活动”，提倡家庭追思、网络祭
扫等方式，
大力推广
“云祭扫”
。
“云祭扫”被社会认可，不只是因为这
次前所未有的凶猛疫情。近年来，全国各
地都在不遗余力地倡导移风易俗，积极引
导文明祭扫，
鼓励群众采取鲜花祭扫、
网络
祭扫、居家祭扫等祭扫新方式。日新月异
的互联网技术给这种新风尚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清明
“云祭扫”
渐渐被更多人接受。
当时当下，抗疫战尚未完胜，外防输
入依旧形势严峻，人群集聚的风险仍不可
小觑。同时，从消防安全和环境治理上
看，
“烟熏火燎”的传统祭扫方式也不合时
宜。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推广“云祭扫”
可谓正当其时，
一举多得。
传统节日之所以有绵延千载而不衰
的强大生命力，恰恰是因为其能与时俱
进，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传承方式，但
无论传承方式怎么变化，其精神内核自始
如一。祭祀也是如此，相较于形式，内容
更为根本。
有民俗学者指出，虽然清明节俗繁
多、形式各异，但贯通于其中的核心价值
乃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怀。人
们对先人的追思缅怀，同时也是对传承济
世德业、弘扬优秀家风的美好期待以及对
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深深思考。只要
回归到清明的核心价值上，
“云祭扫”就是
值得大力倡导和推广的祭祀方式。
清明时节，
带上一颗感恩、
缅怀、
敬畏、
虔诚、沉思的心，通过网络“云祭扫”，既可
以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也可以抚慰和
充实生者的精神和心灵。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让更多人更深切地体会到“自由呼吸”
是多么可贵，生命是多么可贵。凡是有助
于
“自由呼吸”
，
有助于呵护生命的事物，
我
们都应张开双臂去热情拥抱。我们有理由
期待，
“云祭扫”不只是特殊时期的一种替
代性祭祀方式，
还将会成为清明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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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戴口罩让疫情防控更精准
今日社评

复工健康码也需
一次“健康体检”

科学戴口罩，对于新
冠肺炎、流感等呼吸道传
染病具有预防作用，既有
利于保护个人，又有益于
公众健康。近日，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公
众科学戴口罩指引》
（简称
《指引》，对不同人群预防
新冠肺炎口罩选择与使用做出规范指
导。
《指引》提出，普通公众在居家、户外、
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等场所，建议不戴
口罩。
新冠病毒主要以飞沫作为传播途径，
戴口罩成了最简单高效的防控措施，口罩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据统计，医用外科口罩可以阻挡 70%
的细菌，N95 口罩可以阻挡 95%的细菌，
在公共场所活动，只要正确佩戴了口罩，
就不会轻易感染新冠病毒。随着全国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一些地方允许室内
外公共场所有序开放，此时正式发布公众
科学戴口罩指引，对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推动社会经济生活恢复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
包括上述“建议不戴口罩”在内，
《指

科学戴口罩，对于新冠肺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具
有预防作用，
既有利于保护个人，
又有益于公众健康，
口罩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公共场所
管理者、
地方执法者应当根据《指引》的内容，
进一步调整、
细化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及执法标准，
推动防控形势继续向
好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有序恢复。
引》中针对口罩选择与使用的技术性规范
指导，大多不是新鲜的说法。此前，包括
钟南山在内的多位权威医疗专家，都给出
类似的“可不戴口罩”建议。尽管这样一
些建议早已存在，疫情发生以来，到目前
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效，无论是在户
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等场所，也无论
所处具体环境的疫情风险等级如何，戴口
罩都已成为大多数人的“标配”。近日一
项网上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网友表
示“依然坚持戴口罩，只要出门就会戴
上”，甚至有网友强调，
“给国家作贡献，还
是坚持戴口罩”
。
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在各种人员聚
集的公共场合和疫情高风险地区，尤其是

对于那些存在感冒症状的人群来说，坚持
戴口罩的确很有必要。这不仅是对自身
的一种保护，也有利于公众健康，算得上
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在
完全可以不戴口罩的居家、户外、无人员
聚集、通风良好等场所，选择不戴口罩同
样也是有益的——不仅同样于己有益，而
且也是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总体而言，公众戴不戴口罩以及戴
什么口罩，主要是一个科学问题。只有
按照科学指引戴口罩，不仅有利于消除
紧张心理，还有利于节约口罩。比如在
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等情况下，就没有
必要因为不戴口罩而紧张。如果公众不
懂得科学戴口罩，既不利于自由呼吸，也

使”，就是最好的饯行。
“航班：胜利号；登
机口：凯旋门；目的地：美丽故乡”，这样一
张特殊的限量版登机牌的刷屏，便是最好
的礼赞。交警以“最高礼遇、最深敬意、最
佳形象”护航，志愿者、民警、机场和火车
站工作人员列队相送。
“谢谢”
“致敬”之声
更是响彻网络，网民们纷纷隔空喊话：
“谢
谢你们为湖北拼过命！
”……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广大
医务人员在火线上发挥了中流砥柱作
用。正是成千上万名医务工作者的英勇
奋战，舍生忘死，才使得疫情蔓延扩散的
势头得到基本遏制。从 3 月 10 日最后一
家方舱医院休舱，到连续 6 天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维持在个位数，均说明武
汉的防疫形势有了极大好转。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 最美逆
行者”也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三观”课。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这不是挂在嘴巴上的漂亮
话，而是实打实的行动。守望相助，社会
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个体才能不成为
无援的孤岛。
事了拂衣去，功成不在我。面对各种
高规格礼遇，白衣战士们毫无居功之意，
挥手告别之时说得最多的是“感动”——
感动于病患们的坚强勇敢、全力配合，感
动于志愿者们的无微不至、四处奔走，感
动于送到酒店的藕汤。洒泪相别之时，只
想着“再看你一眼”，诚恳表示“舍不得武
汉这片土地和人们”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
一如既往地去开辟新的战场”。
除 却 君 身 三 重 雪 ，天 下 谁 人 配 白
衣。在抗疫最前线奋战了数十个昼夜的
英 雄 们 ，终 于 可 以 陆 续 回 家 与 亲 人 团
聚。白衣战士出发时，家人、同事高喊

19 城“零成交”对房价意味着什么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2020 年 1~2 月
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
示，1~2 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847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9.9%，其中住宅销
售 面 积 下 降 39.2% ；商 品 房 销 售 额 8203
亿元，同比下降 35.9%，其中住宅销售额
下降 34.7%。
2 月份，由于疫情导致部分城市成交
“停摆”，70 个大中城市中有 19 城（武汉、
石家庄、太原、扬州、蚌埠、平顶山等）新房
“零成交”。二手房方面，2 月份，武汉、石
家庄、呼和浩特、包头、锦州、扬州等 24 个
城市二手房
“零成交”
。
疫情确实是导致 2 月份楼市高度下
沉、成交量大幅下降的一个原因，或者说
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一场疫情，绝对决
定不了楼市的整体格局和变化。疫情，
只是楼市矛盾暴露、问题显现的一个导

火索。
很多人在分析，疫情过后，房价会出
现怎样的变化。有认为房价会涨的，也有
认为房价会跌的。更有经济学家认为，要
防止房价暴跌。显然，这是一种担心，但
是，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担心。因为，疫
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存在的，对居民收
入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市场低迷也就不可
避免。关键就看，开发商的承受能力有多
强，
到底能将房价扛多远。
实际上，开发商要想不让企业出现资
金链断裂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价售
房，用售房来回笼资金。因为，经过几年
的强调控、特别是“房住不炒”的定位，购
房者越来越理性了，开发商与购房者的利
益博弈天平，也开始向购房者倾斜。开发
商只有适应市场变化，通过降价来回笼资
金，确保资金链不断。购房的主动权在居

民，
“保”房价的主动权则在开发商，那就
是把房价降到购房者能够接受的水平。
什么是购房者能够接受的水平，估计在现
有基础上降价 20%至 30%。否则，吸引不
了购房者，
尤其是改善性住房消费需求。
对地方政府来说，楼市问题是一个矛
盾非常大的“结”。房价下跌、市场低迷，
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影响很大，对政府财力
调度影响很大，对政府能够调控的手段影
响很大。但是，如果继续与开发商一起死
扛房价，那么，市场低迷的矛盾会更突出，
甚至引发房价暴跌。如果通过取消限购
等政策，刺激楼市，又有可能与“房住不
炒”相矛盾。这样的心理，让地方政府很
纠结。
也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在扶持开发
企业方面，也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动作太
大。他们担心，动作大了，房价再回归上

监测涉“野”交易广告要打持久战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公安部等 11
部门近日发布的《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部际
联席会议 2020 年工作要点》提出，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期间，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与广告监管执法工作，重点针对涉及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广告、口罩等防护用品广
告以及涉及借疫情宣传疫病防治内容的
虚假违法广告开展监测，依法从严从快查
处相关虚假违法广告。
由于近年来接近 80%的疫情源头都
是野生动物，治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成为
此次抗疫的重要内容。为此，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各地也严查重处一批野生动物违法
交易案件。其中，查处也包括一些涉及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广告的案例。
比如 1 月 27 日，广东东莞市场监管部
门在开展野生动物专项执法时，发现一则
“獐子火锅”的违法广告，因獐子为国家二
级野生保护动物，监管部门对这一违法行
为依法作出处罚。同时各地还采取了其
他行动，例如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规范广告活动的提醒
告诫书》指出，禁止为违法出售、购买、转
让野生动物制品发布广告。
各地治理涉“野”交易广告，对于遏制

野生动物违法交易、培养健康消费习惯、
防止滋生和传播疫情，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因为这种广告，一方面会宣传、诱导
消费者滥食野生动物；另一方面也为非法
捕猎野生动物提供了一种信息，比如非法
捕猎者看到这种广告可能供货上门。所
以，国家 11 个部门要求对涉及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广告等开展监测。
开展监测的目的是及时发现、查处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广告，尽最大努力压缩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空间。笔者以为，这种监

测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都是一种考验。
先说线下监测，由于涉“野”交易广告有的
会发布在餐馆内外，有的发布在其他分散
的场所，所以各地基层有关方面既要有充
足的监测力量，也要发动群众进行监测，
即鼓励群众举报这类广告。
开展线上监测同样需要相应的监测
人员。如今移动 APP、自媒体账号、社交
媒体以及各种网站多如牛毛，而且一些网
络广告比较隐蔽，如果监测不到位，就给
了一些人发布非法广告、进行违法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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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个人防护，还会因为户外时时处
处戴口罩而造成浪费。从这个角度来
说，
《指引》有利于节约防护资源，降低个
人防护成本，有利于更精准进行个人防
护和疫情防控。
这种科学指引不仅是规范指导公众
科学戴口罩，对公共场所管理者规范管
理、执法者规范执法也具有规范指导作
用。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广东等地规定，
进入公共场所的人员要戴口罩，对不听劝
阻者依法处理。以公园为例，如果缺少权
威的规范指导，一些地方公园管理者可能
对不戴口罩的游客先进行劝阻，如果游客
不听劝阻，就有可能请执法部门介入依法
处理。而在目前阶段，按照《指引》，游客
进入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公园，可以
不用戴口罩，这对公园管理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
《指引》作为建议性、指导性文件，虽
然不是法律法规，但对一些公共场所管
理和执法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各
地公共场所管理者、地方执法者应当根
据《指引》的内容，进一步调整、细化疫情
防控管理措施及执法标准，推动防控形
势继续向好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有
序恢复。

逆行英雄归来 抗疫精神永流传
白衣执甲，时代英雄。
疫情就是命令，白衣就是战袍。广
大医务工作者奋战一线，斗志昂扬：
“若
有战，召必回”
“我是党员，我带头”
“穿上
白大褂，就要像战士的样子”。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白衣“逆行者”们
英勇无畏无私奉献，感动了亿万国人。
现在疫情逐渐缓解，各地援鄂医务人员
逐步踏上归程。
春 回 疫 去 萌 新 色 ，无 情 苦 难 有 情
人。驰援时十万火急，毅然赴险令人泪
目，离开时虽然简单却不失隆重，同样感
人至深。生死之交的情谊，简单庄重的
告别。各支医疗队在武汉留下了累累硕
果，也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感动瞬间。
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杨柳
依依。不能长亭送别，但武汉市民在阳台
上对着他们高喊“再见了，谢谢白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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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红

“等你们平安归来”
“ 一个都不能少”，令
人欣慰的是，援鄂医疗队迄今保持着零
感染的纪录。而今以后，全社会要继续
全心关爱白衣战士，他们的权益保障，返
乡后的隔离与休息调整，及时足额发放
补助、津贴，对一些特殊病区医务工作者
进行心理疏导等等，都需要妥善安排，切
不可让英雄流血流汗又流泪。英雄可以
无私，但社会必须有情，各地在落实相关
政策时要秉持感恩之心，做到公平、合
理、透明。
天使生中国，春来齐抗疫，愿君多保
重，鄂汉两相思。感恩与礼敬送给凯旋
的白衣战士，其实是向以医护人员为代
表的所有逆行者致敬。在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和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
现的所有逆行者，人民不会忘记，世界不
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谭浩俊
涨通道，他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
对开发商的政策要给，但很适度。给市场
的政策，则只有极少数城市使用，且在大
环境影响下，效果不明显。因此，地方政
府尚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需要观
察与关注。
开发商资金链紧绷的问题，最令人担
心的是金融风险。开发商与银行紧紧地
绑在了一起，开发商的钱，大多是银行的
钱。一旦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最先受
伤的，就是银行。或许，银行会明里暗里
给开发商以支持，以各种方式确保开发商
不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因此，只要房价
不出现暴跌，只要开发商愿意降价售房，
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不是很大。
关键就看开发商如何处理房价问题，所
以，银行要密切关注开发商的行动，督促
开发商能够降价售房。

丰收
机会。目前虽然已立法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但人工繁殖的很多野生动物
被禁止交易后，养殖者面临损失，可能通
过广告带动交易来减损。
监测及查处涉“野”交易广告，不仅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
还应该作为一种
“持久战”
来打。因为疫情
结束后，
不排除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会反弹，
违法广告也可能跟着反弹。只有持之以恒
针对涉及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广告进行监
测，
不给非法行为任何抬头的机会，
才能巩
固疫情期间治理效果，
形成良好的环境。
做好广告监测工作，是查处违法广告
行为的前提。凡是监测发现的违法行为，
有关方面要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
《广告
法》从严从重查处，因为这种行为容易滋
生疫情，关乎公众生命健康。
《野生动物保
护法》规定,禁止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
野生动物制品发布广告。而《广告法》第
五十七条则规定了具体处罚尺度。希望
开展广告监测能为从严执法提供支撑。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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