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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姜
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消费
和经济复苏，各地市长、区长、县长走进电
商平台直播间，为本地农副产品、土特产
品“代言”，官员直播带货成为新时尚。最
近，多地晒出官员直播带货成绩单，持续
引来公众关注。山西临汾市推出“县级领
导直播带货”活动，9 天时间进行 85 场直
播，带货总额达 3194.53 万元；
“2020 广州
直播带货年”活动中，广州花都区两名年
轻官员组成人气搭档，三天直播带动消费
金额 6300 万元。
湖北是疫情重灾区，官员直播带货对
湖北促消费、稳经济具有特别的意义。据
报道，4 月 8 日湖北解封以来，抖音发起
“市长带你看湖北”直播等系列援鄂复苏
活动，多项举措助力湖北高效复工复产，
解封首月共带动 13 个城市热销特产 368
万件，销售金额达 1.72 亿元。仅武汉市副
市长李强参与的一场抖音直播，就带动周
黑鸭、良品铺子零食等累计销售 1793 万
元；在恩施州副州长李岩主持的一场直播
中，当地一家蜂蜜企业销售蜂蜜 5000 多
瓶，
相当于平时一两个月的销量。
官员直播带货去年在少数地方试水，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各地纷纷加入探索行
列，虽然目前的繁盛局面多少有疫情“催
生”的成分，但官员直播带货已发展成为
“直播经济”的一种重要形态，当是不争的
事实。而官员直播带货又不同于一般意
义上的“直播经济”，其本质特征、内在规
律和发展方向都需要全面深入研究，现在
多地和多家电商平台晒出成绩单，说明官
员直播带货到了应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
候。这份总结书该如何写？
首先，在“互联网＋”条件下，直播带
货是对官员适应新形势新环境、学习新知
识新技能的严峻考验。互联网是当今时
代最大的变量，也是最大的增量，官员认
真学网用网，敢于尝鲜网络新事物，才能
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提高对信息化发展
的驾驭能力，以变革者心态改进工作方
式，把互联网力量融入日常工作之中。官
员为胜任直播带货，不但要全面学习直播
技术技巧，还要详细了解拟推荐产品的情
况，绝非易事。如恩施州副州长李岩参加
抖音直播前，花了三天时间进行认真准
备，西藏自治区申扎县副县长王军强为准
备直播
“首秀”
，
整整花了六天时间。
其次，官员直播带货要明确两个定
位：第一，
“ 官员”是国家公职人员和领导
干部，而不是专业主播、
“ 带货网红”；第
二，无论解决了多少农副产品受疫情影响
滞销问题，为多少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土特
产打开了销路，无论有多么鲜亮的成绩
单，
“ 带货”都是政府服务和公益服务行
为，而不是商业行为。应研究制定相关政
策规定和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政府（及
职能部门）、直播平台、商家等主体的权利
义务，规范、改善多方主体之间的关系，避
免权责不清、职能错位、关系边界不明引
发各种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官员直播带货
的公益性与公信力。
再次，官员直播带货不只是降低疫情
影响的应急之举，而应成为地方政府优化
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杠杆。官员参与电商平台直播，当
地获得的不只是一个销售产品窗口，而应
是全方位的信息化、数字化赋能——抖音
发起湖北市长直播的同时，投入百亿流量
对湖北进行系统推广，其综合效应显然不
止于带货。从长远看，官员直播带货应升
级为“官员直播促发展”，地方政府应像重
视招商引资那样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组建
专门机构统筹负责和执行。
写好这一份总结书，官员直播带货才
能行稳致远。

老旧小区改造
传递民生情怀
刘云海
北京老旧小区的居民一直很关心，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何时能轮到自己小区。5
月 14 日 ，北 京 市 住 建 委 等 部 门 发 布 了
《2020 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根
据方案，
今年北京将有 80 个老旧小区纳入
改造计划，旧貌换新颜，这将惠及大量居
民群众，
值得大力点赞。
亲民生并不需要有多么惊天动地的
壮举，只要心中有百姓，真正做到把民生
放心头，即便是点滴的关怀、微小的服务，
也能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便利和莫大的感
动。听民声办实事、知民意解民忧、与居
民心连心，这显然才是对群众路线的真正
落实。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彰显民生情怀，缔
造民生福祉，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是实实在在的德政工程、民生工程，也
是政府部门推动城市建设、改善城市面
貌、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希望
这样的改造工程力度能再大一些，唯其如
此，我们城市的大形象才会越来越好，居
民的幸福指数也才会节节攀升。

让医疗机构成为常态化防控坚强堡垒
今日社评

官员直播带货
该如何“写总结”

医院在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常态化疫情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5
月 16 日举行发布会，介绍援
鄂医疗工作和恢复正常诊疗
秩序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
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
介绍，目前全国医疗服务已
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5%，
部分地区已经得到完全恢
复。郭燕红表示，在恢复正常医疗服务过
程中，要发挥好医疗机构在预检分诊和发
热门诊的筛查作用，能够及早发现相关病
例并闭环转运到定点医院进行收治。
（相
关报道见 03 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经过艰苦努
力，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当前，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
进，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各地正在全
面加快恢复正常医疗服务。看病就医是
刚性需求，为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需
求，必须一手抓常态化疫情防控，一手抓
正常医疗服务的全面开展。
医疗机构提供正常医疗服务与加强
常态化疫情防控，两者并不构成矛盾，而
完全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目前，国
内疫情总体呈零星散发状态，防范疫情反
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医疗机构全面恢复
日常门诊、急诊、住院、手术等服务，意味
着面临的院内感染风险较高，稍有不慎易

医疗机构要严格排查漏洞，补齐短板，及时改进完善管
理措施，把院内感染发生风险降到最低。医疗机构要把
自身打造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才能把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严密屏障筑得更加牢靠，不断增进人民群众
的健康福祉。
医护人员被感染，陆续确诊数十名关联
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引发新冠肺炎
聚集性疫情。
近期，
一些地方的相关医院存在厌战情
绪和麻痹松懈思想，
盲目认为发生院内聚集
性疫情的可能性极小，
存在侥幸心理和糊涂
意识。有关医院核酸检测工作未能按要求
及时开展，
预检分诊、
发热门诊等重点部门
的防控措施形同虚设，
最终导致自身成为疫
情防控的短板，
导致本土聚集性疫情发生。
各地都应从中记取深刻的教训，
坚决排除风
险隐患，
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当前，国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外防
输入压力持续存在，新冠疫情未来走向还
有较大不确定性，各地医疗机构必须将自

中国经济彰显韧性 助推世界经济走出阴霾
联合国近日发布的《2020 年世界经
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计，受新冠
疫 情 影 响 ，2020 年 全 球 经 济 将 萎 缩
3.2%，世界经济将出现自 1930 年代大萧
条以来最强烈的收缩。
面对疫情，世界经济发展承压，中
国经济受到冲击也在所难免。尽管中
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滑落幅度较大，
但随着疫情逐步控制和全面复工复产
启动，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可进
一步激发。
疫情出现后，中国政府显示出了高
效的治理能力与强大的协调统一能力，
在采用严格手段最大力度阻绝新冠病毒
扩散的同时，
避免社会经济陷入停滞，
给
疫后经济恢复打下了基础。疫情期间，
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
包括阶段性税收减免、
延期缴纳或减
免社保费用、减免房屋租金和水电气价
格优惠等，
为企业纾困减压，
特别是对中
小企业予以扶持。同时，疫情成为互联
网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一些新业态的
发展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目前，
全国复工复产正快速推进，
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实现复工复产，截
至 4 月 21 日，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
达到99.1%和95.1%。工信部大数据监测
显示，截至 4 月 15 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
率为8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透露，
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已达 80%以
上。这些复工数据显示出国内各行各业
正在快速发展，这种效应将推动中国经
济在二季度、
三季度和四季度逐步走高。
疫情过后，中国市场消费潜力将进
一步释放，成为推动经济恢复的重要动
力。以旅游业为例，
在
“五一”
期间，
旅游

业出现回弹。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
2020 年“五一”假期，全国共计接待国内
游客 1.15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75.6 亿元。虽然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
的水平，但对比 4 月份的清明假期，
“五
一”
小长假旅游接待人次环比增长166%，
充分显示国内游市场正渐进复苏。数据
显示，与旅游业同属服务行业的酒店和
餐饮行业也在逐渐回暖。随着全国各地
中小学相继开学，各种校外培训机构也
开始恢复，
“开学经济”
或将升温。
随着国外疫情的逐步控制，拉动中
国经济发展
“三驾马车”
中的出口贸易和
外国直接投资也会随之恢复。据海关
统计，
今年前 4 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总值 4.74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
降 6.4%，但降幅比一季度有所收窄。商
务部数据显示，4 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FDI）703.6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11.8%，
出现疫情以来的首次正增长。
日前，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亚洲经
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0 年度报告》
表示，2020 年亚洲经济总量预计将提升
至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约为 50.2%。
这意味着疫后亚洲经济发展对世界经
济恢复将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而作为亚
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其中扮演
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消解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并非易
事，实现经济复苏需要长期努力。中国
作为首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当能率先
找到控制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平衡点，为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恢复作出
更多贡献。
世界各国应充分认识，新冠疫情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敌人。在疫情出

美国抗疫为何这么乱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上出现了
一块“特朗普死亡时钟”，时钟显示的数
字是由于美国政府抗疫不作为造成的
“本可不必死的死亡人数”。
“死亡时钟”
网站显示，截至美东时间 5 月 14 日 0 时
55 分，美国“当前新冠死亡病例 84586
例”，而预估的直接因白宫不作为而死
亡的病例数为 50752 例。
“死亡时钟”并非孤例——一段时
间以来，美欧媒体对美国政府抗疫不力
的批评不绝于耳，折射出舆论的愤怒已
抑制不住。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5 日 15
时 32 分 ，美 国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1432045
例，累计死亡病例 86851 例。每天还要
面对上万新增病例的持续上涨。美国
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4.25%，其新冠肺
炎死亡人数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
30%。当欧洲疫情已过拐点走向解封
之时，美国是唯一一个病死率仍在攀升
的发达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科
技、医疗实力独步全球，为何在新冠病
毒袭击之下，进退失据，让人感觉是在
“裸泳”？主要原因是，美国已经患上了
慢性病，疫情只不过是催化剂，让这些
“ 病 灶 ”血 淋 淋 地 暴 露 于 大 庭 广 众 之
下。美国《大西洋月刊》列出一些“病
灶”——腐败的政治阶层、僵化的官僚
机构、无情的经济等，尽管言辞激烈，但
话糙理不糙。

首先是抗疫中枢出了问题。政治
大于疫情、选票大于拯救生命，这是美
国政府应对失措的直接原因。今年是
选举年，选票大于一切是白宫当前“最
大的政治”。早在 1 月中旬，公共卫生
专家就告诉白宫，要立即采取行动阻止
新冠病毒传播，据有“美国钟南山”之称
的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
透露，
“有很多阻力”——其时白宫正在
集中精力应对弹劾案，后又通过种种方
式粉饰太平，说什么“一切都在掌控之
中”
“病毒会在 4 月消失”
……
所有的言辞都是为特朗普连任做
铺垫。白宫直到 3 月 16 日才采取行动，
病毒专家认为，如果美国能再提前两周
采取行动，第一波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
人数能减少九成。
伴随疫情失控，美国政府惊慌失
措、
进退失据。在选票利益的诱惑下，
美
国当政者蜕变成“甩锅”高手——不集
中精力搞防控防治，而是热衷于造谣污
蔑攻击他国，
以转移民众视线，
遮掩自己
抗疫不力的窘态。最近媒体更是爆出，
白宫敦促美国疾控中心与各州合作“改
变计算死亡病例的方式”
，
靠改统计数字
来给自己涂脂抹粉，
让人瞠目结合。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兰克·布鲁
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超级无耻”是白
宫秘密武器，
“ 他会使用那些即使是最
不择手段的对手也不会使用的花招和

樊大彧

己打造成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坚强堡
垒。发热门诊是各地疫情防控的第一道
防线，各地医院要加快推进发热门诊标准
化改造工作，对发热门诊的地点、硬件设
施、人员要求，以及是否考虑布局负压病
房等，都应做出统一规范，才能使发热门
诊真正满足常态化防控需求。
各地应当加强医疗机构实验室建设，
让更多医院达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条件，
能够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需要随时开展核
酸检测工作。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和住
院患者要进行核酸检测，并按照“应检尽
检、愿检尽检”原则，将部分陪护人员及医
疗机构工作人员等纳入核酸检测范围，及
时发现院内感染风险。医疗机构要加强
病房管理，加强病区病房门禁、安保管理，
减少未经允许的探视和陪护，以及无关人
员的随意出入，
减少感染风险。
医院在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但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对医院
的开放性应进行适当调控。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要严格排查漏洞，补齐短板，及时
改进完善管理措施，把院内感染发生风险
降到最低。医疗机构承担着疫情防控和
正常医疗服务双重任务，只有把自身打造
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才能把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的严密屏障筑得更加牢靠，
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防控期间，对医院的开放性应进行适当调控。各级各类

出现聚集性疫情。各地医疗机构只有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最大限度降低院内感
染发生风险，才能完成正常医疗服务，让
广大患者和社会公众放心。
医疗机构决不能成为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短板。4 月份，黑龙江哈尔滨、牡丹
江发生境外新冠肺炎输入病例关联的本
土聚集性疫情。其间多家医院先后发生
院内感染，持续时间长、感染病例多、社
会影响恶劣，给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带来
不小压力。据报道，哈尔滨这一波本土
疫情传播的源头是留美归国学生韩某，
87 岁的陈某君则是传播链条中最重要一
环——陈某君因脑卒中先后在哈尔滨两
家医院就医，致使大量患者、陪护人员及

本报评论员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现后，
中国积极投身于国际合作，
接受世
界卫生组织建议，及时采取各种隔离措
施，主动向世界各国提供各种形式的支
援与帮助，显示出大国担当和国际领导
力。这与美国试图推卸责任、指责他国
甚至
“甩锅”
世卫组织的行为形成鲜明对
比。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应在危机出现时承担更多国际责
任。疫情期间，中美民间互动互助热度
不减，
对全球疫情控制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可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国
际人才回流。疫情期间国际人才流动
受限，疫后各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离
不开人才推动，国家间人才争夺将更加
激烈。目前，一些持有中国工作签证或
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包括跨国公司高
管、国际学校教师等因疫情难以回到中
国正常工作和生活，应在对入境人员加
强新冠病毒检测，严格执行落地后集体
隔离措施的基础上，对这部分外国人放
宽来华旅行限制，
加速吸引人才回流。
中国可进一步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
发展，以应对疫后可能出现的全球价值
链重组。疫情过后，区域化发展的势头
或将增强，中国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倡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及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中日韩自贸
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等区域自贸协定，继续参与
亚洲经济一体化，
加速自身经济发展。
面对疫情危机，
不同国家之间虽然在
制度体制、
经济发展程度和历史文化等方面
存在差异，
但一味强调差异无助于实现共赢
发展。各国应坚持求同存异，
推动全球化朝
着更加包容公平的方向发展，
推动世界经济
尽快走出疫情阴霾。
供图/视觉中国

向长河（国际问题学者）

谎言。只要能连任，他愿毁掉一切。”为
了连任，白宫必须“拼经济”，因而不顾
疫情在高位运行，一再施压各州复工复
产。英国《卫报》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像
美国那样，在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时，放
松封锁和其他社会隔离措施。
一系列制度性“跛腿”，是美国疫情
愈演愈烈的深层原因。其一，美国是一
个缺乏全民医疗保险的西方发达国
家。有钱人上服务全面的商业保险，而
底层有近 3000 万人没有任何医保。许
多家庭不愿去看医生，也不愿去急诊室
检查，因为他们害怕会欠下大笔账单。
同样是发达世界，西欧各国建立了全民
医保的福利社会，民众去检测、上医院
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其二，美国是少数带薪休假未能全
覆盖的发达国家。在美国，公务员工资
都不是“旱涝保收”，遑论在各种企业上
班的人。就算在白宫上班，一旦政府因
预算纠纷停摆之时，白宫工作人员就没
有工资收入。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官方
统计显示，美国全国有 3300 多万就业
人员无带薪病假。美国很多民众没有
储蓄的习惯，为了养家糊口，许多美国
人在本应该居家防疫的时候却不得不
为工作奔波。
其三，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美国
的失业补助也很微薄。美国平均工资
增长多年落后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

自 1980 年以来，
美国工人在国民总收入
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幅度超过了其他任
何发达国家。邮递员、
服务生、
收银员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人员必须待在工
作场地，
又缺乏口罩之类防控措施，
大大
增加了被感染风险。他们收入本就微
薄，
不上班就更加囊空如洗，
即使生病也
不敢休假，怕付不起医药费更不敢去医
院。一份研究报告称，超过 30%的美国
成年人不得不减少食物支出。
其四，政府的救助体系无力。到过
美国的人就会发现，纽约、旧金山等大
城市里充斥了大量无家可归者，2017 年
的数字是全国有 50 多万。疫情席卷之
下，这类人群防护措施极差，一旦中招，
结局悲惨。前不久，纽约哈特岛集中埋
葬新冠病死者遗体的照片震惊国际社
会，
这些人大都是无家可归者。
大浪淘沙，疫情让傲慢骄横的美国
最不堪的一幕暴露在世人眼前。
《爱尔
兰时报》最近评论称，过去世界会恨美
国、爱美国或者羡慕美国，但“现在我们
第一次认为美国很可怜”。这一论断中
肯到位，
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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