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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实
从“系统默认收货”，到“主动确认收
货”，疫情发生以来，淘宝上很多剁手党的
习惯悄悄变了。淘宝 24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
过去一个月，
全国有2.66亿消费者在收
到货之后，在淘宝上主动点击了“确认收
货”
。变化的背后，
是2.66亿人对1000万中
小商家的善意——消费者收货之后，主动
选择
“确认收货”
，
商家就会立刻收到货款。
确认收货的方式与时间发生一些改
变，
这在生活当中属于很微小的变化，
并且
操作起来也十分简便。然而，这样的微小
变化对于中小商家而言，却能产生至关重
要的影响。平时，
商家在网上销售商品，
按
照网购规则，
系统默认收货后，
平台才能付
款，
回款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现在消费者主
动确认收货，
就能迅速回款。
疫情期间，不少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困
难，中小企业更是如此，为此，国家推出了
不少扶持措施，
比如简化贷款程序、
减免或
缓收部分费用等。政策可以拉一把，消费
者同样可以，
要知道，
回款慢导致资金周转
慢，
中小企业往往拖不起，
假如按照过去的
回款方式来操作，势必会有更多中小企业
陷入困境。消费者主动配合，就能汇涓成
流。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短短的一个月之
内，
全国有2.66亿消费者主动点击了
“确认
收货”，说明消费者普遍愿意通过一己之
力，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可别小看了这一举手之劳所产生的作
用，
由2.66亿人一起完成的接力，
让淘宝上
的中小商家们拿到了数千亿元的货款，随
着消费回暖，他们的生意也在逐步回归。
也就是说，
由于参与的人数众多，
一个微小
的善举产生了众志成城的力量，假如有人
想寻找众志成城的现实案例，这一次行动
就很有代表性。
其实，消费者主动确认收货不是没有
顾虑。商品质量问题很难杜绝，
不守信用的
企业也总会存在，消费者选择主动确认收
货，
一旦发现质量问题，
货款已经付出，
维权
就会变得困难。网售平台和网商银行为消
费者提供信用担保，
是确保这一善行能够得
以实施的关键，
而网购平台和网商银行也必
然会得到商家的回馈，
这样一来，
善意就在
消费者、
商家、
平台、
银行等多方之间流传并
放大，
最终不仅善意爆棚，
而且各方共赢。
互联网具有放大功能，善意也可以放
大，
互联网创新层出不穷，
通过互联网来帮
助他人，
这类创新更有价值。由此看来，
此
举能够帮助多少企业渡过难关，这倒在其
次，
更可贵的是，
这种倍数级扩大善意的互
联网创意，
更值得推广借鉴。

期待“预约制”
成为生活新习惯
天歌
“咱们约个什么时间呢？
”
疫情期间，
原
本只在特定场合下出现的“预约”，强势占
领了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买口罩要预
约、下馆子要预约、理发要预约、扫墓要预
约、连赏个樱花也要预约……不过你发现
没，自从预约之后，景区不再人挤人，看病
也不用等太久，
生活也变得有了计划性。
当前，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
各行各业在
复工复产过程中纷纷推出了“预约制”，从
逛公园景点，
到去图书馆借书看书，
再到医
院看病等等，莫不如此。在去这些地方之
前，
先要进行实名制预约，
预约成功以后才
能去，
否则到了地方，
可能会吃闭门羹。
“预约制”
开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麻
烦，
比如要下载对方的 App，
或者是关注对
方的微信公号、小程序，还要填写姓名、身
份证号、
联系方式等等，
但是毕竟这些资料
只需要填写一次就可以了，下次再使用的
时候，不用重复填写。但是“预约制”带来
的好处，
不但是多方面的，
同时也是显而易
见的。
到公园景点游玩，
因为有了
“预约制”
，
公园和景区方面可以对入园人数进行有效
的控制，市民能够有效提升进入公园或景
区后的旅游体验。
去医院看病也是如此，有了“预约制”
以后，
按照自己预约的时间，
只要提前半小
时到医院候诊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也有
利于医院医疗秩序的维护，可以说是实现
了医患双赢。
虽然各行各业的
“预约制”
多少都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采取的一种非常
措施，
但是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却有
延续下去的必要。因为在“预约制”下，它
不但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有秩序，效率
更高，同时也极大改善了我们在很多方面
的体验，
提升了我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
要想在更多领域更好地推行“预约
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但需要企
业商家、
政府机关积极主动推动，
而且也需
要公众尽快适应
“预约制”
在各行各业的应
用。当然，
就现阶段来看，
也不能一刀切地
要求所有人都进行预约，比如一些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还是要照顾他们的
现实需求，
坚持人性化服务的原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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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看消费券 长期看减税降费
今日社评

“主动确认收货”
集聚善意的力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
场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两个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0.5% 。 为 有 效 应 对 疫 情
对消费的影响，大力刺激
消费和提振消费信心，把
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一些地
方和部门相继出台多项促消费政策措
施，包括发放电子消费券，产生了积极的
市场效应和社会效果。
2019 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57.8%，拉动 GDP 增长 3.5 个百分点。消
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也是
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重要手段。消
费券对经济的刺激，是一个“需求——生
产——就业——收入——需求”的循环
链条，政府发放消费券对经济的刺激作
用不容置疑，且具有持续性影响。目前，
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惠及范围、使用期
限等，相当程度尚依赖于政府财力。为
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同时增加经济社会
效益，可以对消费券资金来源和发放形
式进行创新。
就资金来源问题，可以考虑与企业

要刺激和恢复经济，显著提振市场信心，政府除了发
放消费券，还需要相机实施其他补偿性财政政策，给市场
以过渡期，以稳定经济、稳定生产进而稳定收入、稳定消
费。复工以来，不少地方推出了减税降费政策，以帮助企
业恢复生产——减税降费作为供给端财政政策，
能更有效
帮助降低企业成本，
特别是给予中小企业更多自主权。
进行合作，根据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与
企业进行比例分摊，既可以促进居民消
费，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又能减轻政府的
负担。在落实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政
企合作类消费券的比例分配和消费券使
用解释权归属问题，寻找三方利益均衡
点，保证在消费券发放和使用过程中，国
家、企业和居民三方权益依法得到平衡
合理保护。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
些城市选择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发放
消费券的入口。数字经济最大的特点
就是大数据运用，通过第三方平台发放
消费券最大的优点是机会均等化。传
统的消费券大都通过单位或者企业发
放，而支付宝、微信等作为全民性的大

数据应用，可以突破职业、年龄、数量限
制，让每个人都有获取消费券的机会。
此外，电子消费券相比于纸质消费券发
放成本更低，领用、使用更加便捷，保存
更加容易，在有效降低政府财政压力的
同时，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更便捷有效
的权益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消费券短期内
具有刺激经济和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
但消费券发放对象、发放期限、发放金额
的有限性决定了消费券发挥刺激经济、
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目
前，不少地方和领域已全面复工复产，而
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和领域的消费恢
复，仍处于起步或提升阶段，大部分消费
恢复主要发生在刚需领域。

本报特约评论员

从长期看，各类分期贷款方式会影
响消费者的跨期选择，而受疫情影响，居
民收入水平和企业复工复产、项目推进
等仍具有不确定性，消费者的当期消费
仍会受到较大影响。比如，复工后一些
企业实行高管降薪、工资挂钩业绩等政
策，都可能促使消费者作出消费延期的
选择。
这就意味着，要刺激和恢复经济，显
著提振市场信心，政府除了发放消费券，
还需要相机实施其他补偿性财政政策，
给市场以过渡期，以稳定经济、稳定生产
进而稳定收入、稳定消费。复工以来，不
少地方推出了减税降费政策，以帮助企
业恢复生产——相较发放消费券，减税
降费作为供给端财政政策，能更有效帮
助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给予中小企业
更多自主权。
不论是需求端的消费券，还是供给
端的减税降费，对恢复经济都具有重要
作用。从减轻中小企业压力、恢复经济、
稳定就业以及转变经济发展动力和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现在减税降费被
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也具有更长远的
效益。疫情缓解和结束后经济如何复
苏，短期要看消费券，长期要看减税降
费，后者尤需加大发力。

致敬医护是最好的开学“第一课”

周稀银

3 月 23 日，新疆阿克苏市中小学开学
复课的第一天，两名小学生放学路上经过
一家医院时，主动向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敬
礼并深鞠躬，医生也向她们回礼。两名小
学生说，
她们想表达谢意和敬意，
如果没有
医护人员的艰苦努力，同学们就不能安稳
上课。
视频来自医院门口的监控，应该不是
医院的人所拍摄，
也非路人随手拍下，
可以
相信这是两个小学生的自发自愿行为。画
面中，开始两个小女孩好像已走过了医生
身前，
看似其中一人对另一人在说些什么，
然后她们一起转身跑到穿着一身防护服的

医生面前高举右臂敬礼并深深鞠躬，医生
也很认真地回了鞠躬礼。看着她们手拉手
跳跃着离开的画面，
不禁令人由衷地感叹：
这是多好的开学第一课啊！
今年春季学期的开学的确来得有点
晚，
想必更多孩子居家上网课，
也快憋坏了
吧。但是，
这个加长的寒假，
同样也让孩子
们和家长一起，接受了一场场课堂设在家
里的生命教育。不仅有对大自然的敬畏，
还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不仅有服从隔离
的自觉，
还有战胜病毒的信心；
不仅关切武
汉的疫情，
还有对家园的守护……
而面对一线医护人员的舍命相拼，孩

子们又何尝不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与感激？
援鄂医疗队员们的一桩桩感人肺腑的故
事，为抗击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赢得了成
功的机会，
也救治了众多感染的患者，
稳定
了全国人民的心。不管是对他们逆行时的
果敢，
还是凯旋后的转身，
全国人民给予了
他们最美的礼赞，国家也给予他们最高的
礼遇。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更是抗击
疫魔怪兽的勇士！
对于那些虽未踏上援鄂征程而坚守战
斗在本地抗击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同样
报以钦佩与感激。一个个不眠之夜，我们
关注着本地疫情的变化，而医务人员却始

终奋战在防控与阻击病魔的战场，抗击疫
情成果来之不易。
全国各地普遍开学还有时日，目前各
地在陆续开学复课过程中，不管是教育部
和央视联合播出的“开学第一课”节目，还
是各学校自发组织的“开学第一课”内容，
我们建议将对一线医务人员的敬意，化为
一堂堂很有意义的教育。不必都是老师讲
课，
在疫情防控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不妨邀
请医务代表到学校讲述他们的战斗故事，
并接受孩子们面对面的敬礼鞠躬，让相关
教育更加有实体感受，更加赋予教育的深
远意义。

健康码要“漫游”也要“长游”

东原

疫情背景下，健康码纷纷出现了。3
月 24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
办第 52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介绍“穗
康码”推广应用情况。广州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
“ 穗康码”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
岳向阳透露，新的“穗康码”将作为实名
电子身份证明，一次生成长期有效。这
几天，广州“穗康码”以及红码情况将共
享给国家平台，以实现全国一码通行。
（3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
）
广州这则信息，起码有两个值得关
注的点。一是“漫游”，也就是共享给国
家平台，将实现一码通行；二是“长游”，
也就是一次生成长期有效，以后将作为
实名电子身份证明。简单地讲，在时空
两个层面，
“穗康码”都将实现突破。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建设了本
地“健康码”，有的市还推出了自己的“健
康码”，在各地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由于健康码是各地自己建设的，
而且是与不同互联网公司合作，技术平
台也不一样，因为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共
享，缺乏互认机制，给人员跨地区流动带
来了不便，成为制约复工复产的重要因
素。在此背景下，打破画地为牢，推动健
康码“一码通行”，迅速得到了各级重视。
目前健康码“漫游”的问题，解决得
相对较好。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方面
快速推动各省（区、市）全面建立了“健康
码”信息跨省互认机制，升级了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及
时完成各省（区、市）
“健康码”技术对接
和数据汇聚，可支撑跨地区互通互认功
能，可实现健康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可
支撑“一码通行”实际应用。据悉，全国
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已可实现“一码
通行”。从“穗康码”将全国通行，也可以
看到这方面的成果。

健康码主要是应疫情防控而产生
的，推进“一码通行”也主要解决的是当
下问题。但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在
后疫情时期，健康码该何去何从？就目
前来看，选择无非两种，一是结束使命，
永远成为一个历史记忆。果真如此的
话 ，那 最 需 要 解 决 的 就 是 信 息 保 密 问
题。健康码连着公民信息，而其技术基
本都是由市场化公司提供的。应该严格
落实法律规定，责令和监督有关方面永
久删除有关个人数据。
这 种 做 法 ，倒 也 省 事 ，但 有 一 个 遗
憾，那就是在健康码的开发和运营过程
中 ，前 期 已 经 投 入 了 大 量 的 人 力 和 物
力。而且，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建设智
慧城市，也需要大数据支持。能不能有
第二种选择，那就是推动转型，挖掘数据
价值，拓展应用场景，使“健康码”在疫情
后时期得到新发展。

无论如何都应长久铭记防疫共识
近日，有临床研究报告了部分出院后
检测又恢复阳性的案例，有观点认为，新
冠肺炎有可能长期化。对此，多位专家指
出，目前没有明显证据支持这种猜测，但
对于康复患者应加强长期监测，密切关注
可能的变化。更要警惕新冠肺炎变成季
节性传染病，在秋冬季再度来袭的可能。
（3 月 25 日《北京青年报》
）
这场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堪称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过举国上下
艰苦努力，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已经走出最
困难、最艰巨的阶段。随着疫情防控向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节点转移，
公众也开始担忧疫情的蔓延有可能长期
化。面对公众忧虑，不少专家明确给出疫
情不会长期蔓延的科学结论，无疑让公众
对打赢疫情阻击战吃下了
“定心丸”。
在应对疫情这场大考中，我们付出
了“封城”
“禁行”和数以千计生命消逝的
沉重代价，也收获了众多弥足珍贵的防
疫共识。在不应忘记曾经的伤痛之余，
我们还要痛定思痛地把战“疫”中形成的
诸多有益共识铭记于心，并将其作为未
雨绸缪应对疫情的经验法宝，切实予以
传承和弘扬。
“风起于清蘋之末，
浪成于微澜之间”
，
尽管疫情的暴发有一定偶然性，但偶然概
率的出现也与人类的陋习有着必然联系。

这其中，滥食野味无疑是诱发疫情的首要
因素。有研究表明，80％的野生动物都是
各种传染性病毒的宿主，人类滥食野味会
最大程度引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此次暴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公众对滥食野
味的严重后果有了更深认识，并形成了全
面禁食野味是有效防止疫情暴发的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亦及时通过了全面禁食野
生动物的决定，为根治滥食野味的陋习提

供了有力立法保障。作为有理性的个体，
我们更应牢记禁食野味的共识，自觉以主
动积极的作为推进依法禁食野味，从源头
上筑牢疫情的
“防火墙”
。
“聚沙能成塔，细流能汇江河”，虽然
疫情的暴发某种程度上属于“天灾”，但人
类不文明陋习的累积，则是导致疫情扩散
和蔓延的“人祸”。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
疫情，无疑给公众上了一堂规范自身文明

广州提出，
“ 穗康码”将作为实名电
子身份证明存在，推动其在地铁、公交等
更多领域的应用。而在 2 月 23 日，杭州
“健康码”完成升级，实现与电子健康卡、
电子社保卡互联互通，一码通行的“健康
杭州”公共服务平台呼之欲出。这就是
一种转型思路。当然，拓展“健康码”应
用需要严格把守安全关，防止信息泄露
以及被互联网平台绑架，需要技术支持
和立法保障。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
一些问题，但发展数据应用，本来就是要
做的事情，
“ 健康码”已经打下了一定基
础，弃之不用，实在可惜。
健康码既要“跨区”也要“跨界”，
“漫
游”也要“长游”。所谓“跨区”，就是跨越
区域，实现充分的全国“漫游”；所谓“跨
界”，就是跨越界别，推动转型，实施升
级，使其换个姿态长久地活下去，为社会
治理创新和智慧城市建设作出贡献。

张智全
行为的防疫课。少外出、出门戴口罩、打
喷嚏捂鼻子、勤洗手等基本常识，已为公
众广泛接受。对于这些行之有效的防疫
共识，我们更应该铭刻于心，主动自觉地
将其作为规范自身不文明行为的指南和
准则，促使其真正成为既保护自身健康安
全又保护他人健康安全的有力利器。
敬畏并遵守规则，才能“我好你好他
好”。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考验
命运共同体每个成员能否同心戮力阻击
疫情的态度同时，也让公众初步形成了为
维护公共利益、须适当让渡自身权利、敬
畏并遵守规则的共识。对这种从战“疫”
实践中淬炼出来的宝贵共识，我们更要常
怀敬畏之心，坚定不移将其熔铸于日常生
活的每一个环节，确保疫情再度来袭时，
有从容应对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打赢疫情阻击总体战的曙光已
经初现，无论新冠肺炎会不会长期化，面
对其有可能卷土重来的隐忧，我们都要深
刻反思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并对这些
用沉重代价换来的共识始终铭记于心。
这是阻击疫情的应有正确“姿势”，必须入
脑入心，
须臾不得淡忘。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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