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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证明要能“真防疫”

不同于 17 年前的 SARS，在本次
疫情“大考”中，各大互联网平台所发
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以“健康码”为代
表的数字防疫手段，从浙江、上海等发
达地域开始推广，迅速覆盖全国多地，
协助各地职能部门落地数字化“网格
管理”。互联网平台对谣言快速感知
和快速辟谣，更对谣言的传播起到了
一定遏制作用。

此前，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政府建
构，以政务微博最为典型。而在本次疫
情的应急管理当中，数字化、网格化等
公共治理手段被相关部门重视与熟练
运用。疫情作为一个“极端”压力场景，

“倒逼”出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起
点，虽出人意料，但亦在情理之中。

一些地方的有序复工工作得到褒
奖，除了民众自觉，数字化公共治理手段
功不可没。与之相反，疫情当中出现的
一些典型问题往往可归结为公共治理失
当，进而可归因于相关部门技术能力薄
弱或者说治理手段欠缺。例如，让“武汉
红会”之前深陷舆论漩涡的物资处理事

项，由一家医药物流企业接手后，依靠科
技助力，一天之内就建立了一个现代物
流系统。又如部分地方以简单粗暴的封
村封路来防疫，与网格化管理一对比，凸
显了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的不足。

也就是说，经此一“疫”，公共治理
有望带上“数字化思维”。相关职能部
门的领导者如何在“数字化思维”的引
导下，锐意进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调
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协同，成为未来社会
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的关键。同样，经
此一“疫”，我们也发现信息技术的普惠
性还需要进一步推广和下沉，数字化技
术红利需要从沿海省市推广到中西部
内陆省份，数字化系统和服务需要从政
府内部的系统下沉到基层组织和普通
民众。着眼未来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
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多方面合作将是
大势所趋，将会在社会应急管理、资源
动员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地方政府，都
需要完成从简单“上网”到复杂线上化
的转变。与此同时，“数字政府”“智慧
城市”的建设将“去虚向实”，在国家治
理、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摘编自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据报道，在国内不少地方，一
些群众和企业反映，为返程上班和
恢复生产，在办理相关证明过程中
遭遇不少形式主义的烦恼，比如有
的人遭遇“踢皮球”，有的证明陷入

“死循环”，有的要求层层盖章，还
有的跑了几趟开出来的证明却没
人看……这样开出来的防疫证明，
效果堪忧。

原本，防疫证明是为了证明群
众的健康状况，是为有序开展复工
复产创造条件。可办证过程中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却让防疫证明变
了味，不仅给办事群众增添了麻烦，
也导致疫情防控措施难以落到实
处，起不到应有作用，甚至会导致人
民健康安全防线出现松动。群众好
不容易开具的防疫证明难免沦为废
纸一张。只有坚决破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切实落实科学防控、精准
防控的要求，才能让防疫证明真正
发挥作用，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营
造更有利的氛围。

（图/朱慧卿 文/韩慧）

@人民日报：比病毒更可怕的，
是部分人的任性、傲慢。我国全面禁
止非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再吃野
味，重罚！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到此
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纵容舌尖之“鲜”
就会蕴藏社会之“险”，我们为此付出
了沉重惨痛的代价。野味上餐桌，病
从口中入。而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部
分人的任性、傲慢，一味纵容一己口腹
之欲。殷鉴在前，管住嘴，莫把陋习当
新奇，莫再让人用生命为你的野蛮行
为买单。保护野生动物、敬畏自然，也
就是在保全人类自己。

@新华微评：不安排双职工医护
同赴一线，这个必须有！29岁女医生
夏思思牺牲在抗疫一线，留下只有两
岁的孩子，令人泪目。据报道，同为医
生的夏思思的丈夫也已请战前往一
线，让人揪心。医务人员付出那么多，
对他们的关爱绝不能少。国家卫健委
近日发布通知，明确提出尽量不安排
双职工的医务工作者同时到一线工
作，要尽可能使其兼顾家庭。不安排
双职工医护同时到一线，是人性化的
暖心之举，各地各部门要以人为本，将
之落到实处，为“白衣战士”解除后顾
之忧，让人间大爱传递不止。

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公共治理
■ 蒋光祥

用公筷公勺是文明
绝非“矫情”
■ 李勤余

先问个问题：家庭聚会或外出用餐，你会用公
筷公勺吗？如果不用，你会觉得用的人是“矫情”吗？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养成了戴口罩、勤
洗手、常通风等不少好习惯，但一些人对于公筷公
勺的“力量”，可能还所知不多。

近日，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市文明办、市
卫生健康委、市健康促进中心联合向市民作了一
次科普：合餐制易带来疾病传播，筷来箸往为病菌
扩散打开方便之门，不少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
是最好的实证，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更是新冠肺
炎传播的主要渠道。

四部门发出倡议：无论是在饭店还是在家用
餐，都请使用公筷公勺。用餐人流较大的饭店，更
应主动提供公筷公勺，倡导文明健康用餐。

这份倡议书引起热烈的反响。倡议发出一天
后，上海有100家商户表示参与，承诺做到根据用
餐人数、菜品数量配备相应的公筷公勺，全面提供
一菜一公筷或公勺，在有条件的餐厅为客人提供分
餐分食制；倡导家庭聚餐“一菜一筷，一汤一勺”。

是啊，疫情面前，我们需要反思藏于细节之中
的生活习惯：是否足够卫生，是否让病毒有机可
乘。如果与健康相悖，就该改变，哪怕习惯再微
小、再根深蒂固。

不过，用不用公筷公勺，又不只与健康有关。
有人认为，饭桌上筷来箸往、不分彼此的场景，体
现着中国人其乐融融的“热乎劲儿”。用公筷公
勺，会破坏这种氛围，不近人情。

表面上看，使用公筷公勺是少了点“人情味”，
但这一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
了他人的权益。现代文明，不能缺少这种界限感、
规则感。这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护。

最近，在疫情防控中出现了许多新鲜景象。
排队领口罩，人们排出了“一米站一个人”的队伍；
在地铁上，只要人不多，人们也心照不宣地“一门
一人，一人一头”。这种自觉的距离感，不靠硬性
的规定，不靠强制的安排，来源于对现代文明的深
刻理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这种规则感，是现代城市文明不可缺少的因
素。这足以说明，即便所处之地还没有形成这种
气候，但人们内心都知道它的好，渴望它实现。

相信，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很快就会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化为大家的实际行动，也能让生活
在他处的人们乐于跟进。 （摘编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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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

（下）

近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业农村厅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积极部署并抓好“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的重点
工作,要求保供给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安全，坚决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为进一步推动生产经营者更好落实主体责任，省农业农村部门特此发
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操作指南》，积极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进村入户到田头，让每一位生产经营
者都能够紧绷质量安全这根弦，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农业稳产保供贡献积极力量。

省委农办 省农业农村厅 宣

畜禽用药“五禁止”

禁止使用假劣兽药以及国家规定禁止使用
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禁止将原料药直接添加到饲料及动物饮
用水中或者直接饲喂动物。

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国家
明令禁止使用的物质。

禁止销售含有违禁药物或兽药残留超
标的食用动物产品。

水产切忌乱用药

不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不使用假、劣
兽药和人用药以及所谓“非药品”“动保产品”等
国家未批准药品。

严格按照用量和休药期规定用药，减少用
药量特别是抗生素用量，鼓励养殖企业出售水
产品前开展药残自检。

鱼类养殖要注意禁止使用孔雀石绿，以
及常规药物（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残留
超标问题，还要注意禁止使用氧氟沙星等。

四、确保产品贮运安全

场所：保持通风、清洁卫生、无异味，
防范鼠害虫害，不与农业投入品混放。

容器、工具与设备：避免被微生物
污染，必要时配备保温、冷藏等设施，
不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物品混装。

三剂：规范使用保鲜剂、防腐
剂、添加剂等。

五、强化内部质量控制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
规模主体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明确重点岗位职责。

落实关键环节质量安全控制措施基
地农户管理制度、卫生防疫制度和消毒
制度、动植物病虫害监测制度等，加强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管理制度要完善

在线培训不聚集

在显著位置明示国家禁用农药兽药清单。

多用短信、微信、网络等信息化方式开
展宣传培训。

对需要现场技术服务指导的，可采
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

鼓励生产者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制度，实行自我质量控制、自我开具合
格证和自我承诺。

鼓励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
水产品等“菜篮子”产品随车附带合
格证上市。

特别是供应湖北等重点地区的
“菜篮子”产品，要从源头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

鼓励使用合格证

X

X

X
X

X

三、强化生产过程管控

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
效性。继续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的宣传解读，深入报道各地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而在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疫情防控
工作时同样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
舆论引导，“强化显政，坚定战胜疫情
信心”。 这启示我们，越是形势复杂
越要主动回应关切，越是紧要关头越

要注重坚定信心，其中至关重要的就
是强化显政。

大战大考当前，显政是信心，是
力量，是决战决胜的底气。强化显
政意识，就是要精准研判社会心理，
及时发布各类措施成效，有效回应公
众的信息需求。形象点说，就是“让
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
还要做什么”。随着疫情形势的变
化，人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发生波动，
对信息的渴求，对政府作为的期待，
变得更为强烈。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宣传政府作为，回应群众关切，对缓
解群众焦虑情绪大有裨益。疫情当
前，显政正是稳定情绪、坚定必胜信

心的一剂良药。
以海南的抗“疫”实践为例，近段

时间来，海南高度重视宣传引导工
作，截至 2 月 26 日，就疫情防控已经
连续举办了 21 场新闻发布会，坚持
不懈以“战时状态”发布全省各地疫
情防控进展，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这
常态化的例行发布，借助互联网的快
速传播，不仅满足了广大群众的信息
需求，还稳定了大众情绪，而且形成
了强大的号召动员效力，给广大群众
送去了一个个“定心丸”。可见，强化
显政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这启示
我们，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要加强正
面宣传和引导，做好权威信息发布，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强化显政，就要放大“扩音器”，统

筹网上网下，借助纸媒、微博、微信、网
络、客户端等各种媒介，及时发声，做
好舆论宣传引导。尤其要推进政务、
政事公开透明，使中央的决策部署，疫
情防控的各项举措，以及进展成效等
及时得到彰显，让群众及时知晓。同
时，要做好正面宣传引导，生动讲述奋
战一线的感人事迹，强信心、暖人心、
聚民心。此外，要注重采用大众化的
方式，多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把政
策讲明白，把措施讲到位，把重要性讲
透彻，确保疫情防控动态信息及时有
效传播。当然，强化显政关键在知真

情、说真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
确、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信息，坚决杜
绝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
等不实之风，做到不回避、不躲闪，坦
诚回应群众关切，切实消除负面影响，
画好抗击疫情最大同心圆。

显政，是一个新名词、新概念；强
化显政，是一种新追求、新境界。显政
的强化，离不开真抓实干，离不开主动
作为。疫情防控越艰巨、越吃劲，越要
扛起责任担当，用心用情做好防控工
作，越要强化显政、及时回应关切，只
有如此才能坚定必胜信心，激发顽强
意志，汇聚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磅礴力量。

大考当前尤需强化显政
■ 张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