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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评 论论

近日，北京市筛查发现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多来自
集中隔离点，特别是丰台区 26
日、27 日新增的 25 例均来自
集中隔离点，其中美高美酒店

集中隔离点确诊 23 例。相关的溯源分析显示，这些病例来源全部为
新发地牛羊肉综合大楼地下一层的从业人员，且丰台区正在对所有
集中隔离点人员进行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

6 月 11 日以来，北京市通过集中隔离观察、大范围核酸检测等
“关口前移”、精准防控的手段，在短时间内摸清了疫情传播底数和重
要风险点，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但新冠肺炎病毒涉及的行业场
景、传播途径、患者症状仍在“刷新”人们的认知，疫情防控中的任何

“盲区死角”都可能给病毒留下可乘之机。
只有绷紧疫情防控之弦，织密疫情筛查之网，才能进一步堵

塞漏洞。要做到这一点，还需盯紧集中隔离点、医院、发热门诊等
“主战场”。这些区域集中大量重点人群，一旦疏于管理就可能成
为新的风险点，因而不能有一处“死角”，不能出一丝纰漏。

疫情再次出现，北京市采取“应查尽查、应检尽检、应隔
尽隔、应收尽收”做法，进行大数据筛查、流行病学调查等。
截至 6 月 28 日，累计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829 万多人，基本
完成了“应检尽检”人员动态清零；下一步将排查风险隐患，
严防交叉感染，把“防松劲、防漏洞、防反弹”的要求落实到
管理全过程、全要素。

同时，还要关注社区防控、食品供应链等关键领域。此次

北京没有“封城”或者大量封闭小区，但社区防控力度不能减弱。
夯实社区防控这道防线，最终还是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全社会共
同防控体系。对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供应链安
全问题，必须抓得紧而又紧。让屠宰场、冷冻厂、农贸市场、菜市
场、餐饮店、食堂等重点场所不能“藏污纳垢”；对进口冷链食品
强化检验检疫，管严管住口岸。

当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 1000 万，外部疫情
蔓延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控制。首都疫情防控工作事关全局，
责任重大。要坚持“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防控、有效救治”，
不留防控死角，不断查漏补缺，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记者丁静)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疫情防控网要织得更密一些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

1000 万例，还有 50 多万人因此
殒命。短短数月，从最发达的国
家到最贫瘠的角落，都在经历一
场由病毒引发的危机。在这个特
殊时刻，我们要记住：1000 万，不
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有更
多生命面临威胁，也意味着更大
的发展压力。

当前，中东、非洲多国病例数
持续高位增长，美国等很多国家
的疫情仍未达到峰值，欧洲、日本
等地疫情还有所反弹。糟糕的
是，一些人为制造的“信息病毒”

同样猖獗：罔顾事实的阴谋论，恶
意渲染的污名化，毫无底线地抹
黑 他 国 ，滑 稽 可 笑 的 反 智 闹
剧……愚昧的谣言、无知的偏见、
牟取政治利益的野心，正在让疫
情防控变得复杂。

疫情期间我们发现，阻碍世
界各国顺利战胜疫情的，还有很
多有形无形的认知“敌人”。这其
中，既有防控稍微得力就产生的
“自满”情绪，也有看到疫情蔓延
难以防控、干脆任其发展的“破罐
破摔”心态，还有无视疫情实际、
只顾重启经济的“掩耳盗铃”做
法。这或许也事关人类心理层面
的天生弱点——经历了数月的抗
疫，很多人都产生了心理疲劳，看
到一再上升的确诊数字，也只将
其当作一个冰冷的数字。

然而，经过了数月鏖战，病毒
依然在那里，人类对新冠病毒仍
有很多未知。事实证明，新冠病
毒的狡猾和危险超出人们的想
象。显然，比冰冷数字更重要的，
是人类的反思和顿悟；比病毒的
顽固更重要的，是人类知难而上
的勇气。只有坚持“生命至上”的
理念，团结协作，崇尚科学，抵制
愚昧，善待自然，才是人类迎战疫情的取胜之道。

目前，相关研究正在快马加鞭。世卫组织已与
中国多个疫苗研发团队展开合作；在巴西疫情最严
重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牛津大学的疫苗试验正在
开展。全球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在持续推进。从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到世界卫生大
会视频会议，从全球疫苗峰会到中非团结抗疫特别
峰会，协作抗疫仍是国际社会主旋律。

无论是受人敬仰的政治家、万众瞩目的明星，还
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平凡的农妇，无论是强壮的勇
士，还是幼小的孩童……很多人都在面对人类共同
的敌人。1000 万人确诊，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严
峻的现实，它让世界警醒：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搏斗依
然胶着，国际大家庭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直至最
终胜利。 （本报评论员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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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进入最后冲刺关
头，记者在调研采访
中发现，不少基层干
部压力很大。到底哪

些事挤占了他们用于抓落实的时间和精力？大家反映较多的有
三点：“以会议落实会议”和“陪会”现象未得到根本好转，督查
检查过频问题屡禁不止，干部身兼数职太疲惫。

“文山会海”并非新鲜话题，但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收官
阶段，“以会议落实会议”和“陪会”现象有抬头趋势。在
一些贫困县，同样内容的会议，中央、省、市召开以后，县
级乃至乡镇还要再开一遍，而且动辄要求各部门“陪会”。
各种调度会、政策宣讲会、能力提升会等五花八门，以至于
有干部调侃“不是在会场，就是在去会场的路上”。

为验收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层层发文、层层填表报数、
反复督查检查等，也被当成了常用的工作方法。云南省某贫
困县下辖乡、镇政府，一年来平均每天收到脱贫攻坚方面的
文件 2 份以上，乡（镇）、村两级平均每周接受督查检查 1
次以上。除去节假日，某贫困村一年来共接受省、市、县、
镇脱贫攻坚督促检查 50 多次，干部苦不堪言。

此外，一些贫困县设置“办公室”过多过滥，导致基层
人员身兼数职难以应付。比如，云南某贫困县扶贫办主任就
同时身兼七职，包括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脱贫摘帽指挥部综合协调组办公室副主任、脱贫攻坚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这些都要建工作台账，写工作方
案，交工作报告等，整天忙得团团转。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虽然有些工作必不可少，但发文
开会过多、督查检查过频、干部身兼数职等问题，增加了基层干
部的工作负担。试想：如果基层干部整天忙着开会、写材料、迎
接检查，哪有时间进村入户、访苦问贫？哪有时间推动具体的脱

贫攻坚工作落实？
脱贫攻坚收官之日临近，基层干部肩负“攻山头、炸碉堡、

插红旗”的重任，“最后的贫困堡垒”需要他们去攻克，“最后一
公里战线”需要他们去冲刺，绝不能让“文山会海”、过频督查、
身兼数职等问题拖累他们奋勇冲锋，掣肘他们落实。各地要
严格落实《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坚决杜绝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

要治理“文山会海”和过频督查检查等问题，各地应吃
透中央政策精神，进一步明确精文简会的标准和尺度，规范
督查检查考核机制，让基层减负走向科学化、精细化、法治
化。哪些会议和材料该减或不该减，哪些督查检查考核能少
或不能少等，都需要明确标准。比如，一些地方明确要求不
开应景造势、走过场、不解决问题的会议，提倡召开现场
会、调度会等解决问题的会议，就值得借鉴；还有一些地方
整合督查检查考核内容、时间、地点，鼓励“多考合一”
“多检合一”，降低督查检查频次，也有利于促进基层减负
落到实处和细处。

至于干部身兼数职问题，各地应本着精简机构的原则，减
少设立临时性机构，可设可不设的就不设立，一般性事务能够
让具体部门承担的就让具体部门承担。同时，从关心关爱基层
干部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合理安排兼职岗位和工作量，适当
增加编制和经费，及时向人手不足的地区增派干部支援。

脱贫攻坚“收官战”并不轻松，要创造条件让基层干部
能专心“应战”。紧盯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各种
老问题和新表现，坚决防止“文山会海”、过频督查、干部
身兼数职等问题反弹，防止形式主义束缚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
手脚，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
作风保证。

（本报评论员字强）

再减负，让扶贫干部专心打好“收官战”
近日，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政府不顾财政困难，违

规征税、摊派捐款、举债搞迎检办大会、筹建形象工
程加重企业群众负担，被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点名
通报批评。

国办督查室暗访发现，景县 2020 年安排了大量
建设项目，但是由于财政收支紧张，不得不采取举债
方式解决。以举办第四届衡水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为例，景县安排了景州塔景区提升项目、亚夫公园景
区提升项目、大运河景观廊带、董子文化小镇、智慧
灯杆、主要街道美化等 11 个重点项目，拟举债约
1 . 45 亿元。为提升城市形象，仅安装景观路灯一
项，景县政府计划投资 1500 万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我国经贸形势
不确定性提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加
剧。面对困难，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中央
提出“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严禁铺张浪费，
优先稳就业保民生”等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真正过
“紧日子”，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用在紧要处。

形象工程搞不得，大手大脚要不得。类似河北
景县的做法，暴露出一些地方既有违规揽税收费的
强烈冲动，也仍然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不良倾
向，严重侵害了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损害了党和政
府的公信力，具有一定代表性。

值得警惕的是，景县上述与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必须
真正过‘紧日子’”背道而驰的形象工程，当地主要领导竟
然还多次到场督工，并引来不少地方学习考察追捧。

公开信息显示，景县领导多次赴重点项目建设
地现场办公，并要求加快速度加大力度。6 月 12 日，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一行人先后来到景州塔广场、董子公园等地进行实
地观摩，表示将充分借鉴景县在城镇建设上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

“举债”建设形象工程背后反映的是部分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片
面追求显绩”之风，要不得，更学不得。各地区、各部门应以景县出现
的问题为戒、举一反三，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禁铺张浪费，搞
形象工程，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切获得感。领导干部要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少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多谋让人民
群众过上好日子的“潜绩”。 （本报评论员李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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