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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视角

用“硬核”举措帮助企业渡难关

白

话广州

此“鼠”非鼠

市

民论坛

药店卖“一元口罩”

被重罚到底冤不冤

新

华时评

新

华时评

抗疫英雄谱“点亮”新偶像

全民守规，就能早日打赢抗疫战

点

击广东

有限的资源要用在最

紧要、最关键的地方。 各地

要弄清楚资源配置的重点，

不能面面俱到、 平均分配。

餐饮、文旅等第三产业虽然

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恢复起

来相对较快，但制造业如果

不尽快恢复生产，部分行业

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遭

到破坏，物流中断和疾控措

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一

旦中断， 形成转移替代，一

些较脆弱的制造业企业几

十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

基础也许就很难再找回来。

因此，抓好制造业复工复产

有助于制造业产业生态、产

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降低可

能出现的更长期负面影响。

———经济日报：《复工

要把制造业作为重中之

重》

武汉和湖北是这场抗

疫斗争的关键战场， 我们

需要批评， 而且我们有受

到牵连的情绪需要释放。

但千万别忘了对前方将士

们的支持和体谅。 我们不

要做围观者， 而要做设身

处地者。批评少数人，鼓舞

大多数人应当是今天全国

舆论场聚焦武汉和湖北的

基本态度。

———环 球 时 报 ： 《战

“疫 ”异常严酷 ，批评与鼓

舞都不可缺》

需要警惕的是， 此次

疫情期间各种单位收集了

大量个人信息， 也要防止

疫情结束后， 某些单位或

个人贩卖相关个人信息。

因此， 疫情结束后应当统

一推动删除、 销毁没有保

留价值的个人信息， 以免

个人信息流入不法分子之

手。

———法制日报：《疫情

期间更要加强个人信息保

护》

◎

木木 辑

12 日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

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

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

缓解企业经营困难。 这些

部署对企业来说， 无疑是

一场“及时雨”。

近来， 各地企业陆

续开始复工复产。 受疫

情等因素影响， 一些企

业面临“倒春寒”， 生产

经营存在不少困难。 非常

时期， 需要多做雪中送炭

的事情。 在做好疫情防

控 前 提 下 ， 拿 出 更 多

“硬核” 举措为企业纾困

解难， 才能把疫情造成

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硬核” 举措，“硬”在

对接企业迫切需求， 突出

现实针对性。 企业有什么

难处， 企业家有什么忧心

事，浮在面上难以搞清楚。

需要有关部门深入实际，

走近企业和企业家倾听迫

切呼声， 用好互联网等信

息化手段摸清企业需求，

让政策措施更接地气。

“硬核” 举措， “硬”

在操作性强、 能落地， 成

效能让企业看得见、 摸得

着。 当前， 一些企业面临

用工紧张、 资金不足、 成

本上升、 原材料短缺等难

题， 桩桩件件都是阻碍企

业复工复产的“绊脚石”。

支持企业发展， 就应从解

决这些难题下手， 帮企业

开源节流， 为企业“解

渴” “输血”。 对防疫物

资生产企业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行业和企业完善差异化

优惠金融服务， 在财税、

金融、 社保等方面完善支

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 切

实为企业降压减负， 在关

键时刻帮一把。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

就是生命。 助力企业生产

经营， 守护好企业的资金

链和供应链， 需要高效之

举、创新之策。曾经“告急”

的某餐饮企业几天时间就

收到银行 4.3 亿元授信，

企业很快就“缓过来了”。

上海利用“一网通办”“不

见面审批”等制度创新，实

现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器

械应急审批“足不出户、网

上办结”， 迅速启动生产。

缓解疫情对企业发展的冲

击，提升政策实效，离不开

急人之急、 忧人之忧的情

怀，离不开马上就办、雷厉

风行的作风。

企业渡过难关， 外部

帮扶少不了， 练好内功也

很关键。 尽管一时有困

难， 但疫情的冲击只是短

期的， 不能被问题和困难

吓倒。 更何况， “危” 中

也有“机”。 在外部压力

倒逼下， 企业优化管理、

加强创新、 加快转型升

级， 何尝不是一次凤凰涅

槃的契机？ 正如一位基层

干部所说：“现在是‘危’，

我们要多为企业雪中送

炭， 大家一起努力， 挺过

去之后就是‘机’！” 风雨

过后见彩虹， 寒冬消散是

春天……

◎

新华社评论员

呢排日日踎喺屋企睇报

纸，某日，睇到一篇讲粤语俗

语中同鼠有关嘅文章，好有意

思。呢篇嘢列举咗广州街坊成

日讲到嘅各种有鼠字嘅俗语，

衬晒呢个鼠年。 不过，当中有

一个俗语， 小弟认为值得商

榷，讲嘅系“鬼鼠”。

小弟认为， 粤语“鬼鼠”

（亦叫鬼鬼鼠鼠） 正写应该系

“鬼祟”， 同普通话嘅鬼祟，用

字、意思都系一样，用嚟形容

行为偷偷摸摸。 只不过，粤语

将“祟” 转音成“鼠”。 亦即系

讲，“鬼鼠” 同老鼠冇乜关系

嘅。

事实上，喺粤语嘅日常用

语中，借“鼠”转音嘅词组仲有

好几个，比如，用嚟形容睇唔

起对方或者嘲笑对方嗰句“识

你老鼠”中嘅“鼠”实为“屎”嘅

转音字。

粤语中嘅“屎”，因原意系

指排泄物， 属于冇用嘅嘢，所

以经常俾人用嚟形容人水平

差、能力差，比如“你咁屎嘎，

咁都做错”“国足真系屎，菲律

宾都赢唔到”。

咁点解“鼠”总系俾人借

嚟转音， 而且都系贬义嘅呢？

呢个当然同佢属有害动物，天

生乞人憎有关啦。

不过，虽然上述粤语中此

“鼠”非鼠，但借用咗“鼠”字之

后，用起嚟更加形象，闹起人

更加够力度，所以就由得佢将

错就错吧。 ◎

阿六 律师

“站着站着，你就睡

着了；看着看着，我就哭

了。 ”这句话饱含着网民

们对冲锋在抗疫一线英

雄们的深情。 连日来，一

线抗疫人员牢牢把自己

“钉” 在各条战线上，共

同筑起一道“防护网”，

书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

的战“疫”故事。

这些抗疫英雄来自

不同的职业， 他们用自

己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

神成为群众赞美的新偶

像。 人们信任他们，感激

他们，赞美他们。

此次抗疫中， 许多

专家在网络上走红，既

丰富了“网红”二字的内

涵， 也体现了人们对科

学的尊崇。 钟南山被网

民称为“超级偶像”，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一句“一线岗位换成

共产党员”圈粉无数。 还

有一批又一批医疗工作

者前赴后继向疫情“重

灾区”冲锋，脸上被口罩

勒出血痕。 还有广大基

层干部入户排查、 严防

死守，舍小家顾大家，无

私奉献。

这些 都 是 最 美 的

“风景”。 人们纷纷在网

上点赞， 自发给他们寄

送物资， 连姓名也不愿

留下。 很多地方，志愿者

主动照顾起医疗队员的

家人， 用一个个“暖心

包” 给他们送去食物和

生活用品。 一场全民战

“疫” 让人们认清楚，偶

像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

我们最需要的地方。

疫病无情，人有情。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 却检验出了众多从

业者的成色， 也锤炼着

这个时代的偶像观。 人

们更加崇拜奉献者，并

用一个个务实的善举加

以呼应。

相信在这场抗疫阻

击战中， 会有更多新的

偶像涌现出来。 相信经

过这次锤炼与淬火，人

们的偶像观会更加成

熟， 会更有营养地哺育

年轻一代成长。

◎

吕梦琦 新华社记者

战疫形势很严峻 ，

有的人在积极奋战，也

有少数人在添乱。 比如，

“疫情挡不住某些人赌

瘾 ， 广州警方春节以来

拘留

141

赌徒”

（中国新

闻网 2 月 12 日）。 赌博

原本就违法， 战疫期间

赌博，可谓罪加一等。 因

为这不仅加大了感染病

毒的风险， 而且浪费了

本就宝贵的警力资源。

其实， 新冠病毒并

不可怕， 只要依照政府

指引，做好安全防护，感

染者做到不瞒报、 早发

现早医治， 疫情就会早

日得到控制。 你看，

“广

东省新增出院人数 ，连

续三天超过新增确诊病

例数”

（澎湃新闻 2 月 13

日）。 首先，这离不开医

疗卫生系统的努力和实

力， 比如，

“广东可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有

104

家，支援湖北不影响

广东救治能力”

（南方网

2 月 13 日）。

其次，离不开政府、

企事业单位以及全体市

民的共同努力。 比如，

“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加

强校园疫情防控措施管

理通知， 要求封闭式管

理校园 ， 严查车辆后尾

箱 ”

（《信息时报》2 月 13

日）。 在公共交通方面，

“广州交通运输部门防

控新倡议 ： 鼓励乘客乘

公共交通做登记 ”

（《信

息时报》2 月 13 日）。 为

了确保病毒感染者的行

踪及其接触者都能得到

追溯， 实名登记是必要

的。 不过，有关方面在倡

议的基础上， 要求乘客

必须使用“实名乘车

码”，效果会更好。 对于

不会使用乘车码的老少

乘客，可要求实名登记。

个人出行方面，

“深

圳鼓励市民中短途骑自

行 车 ， 投 放 车 辆 保 障

100%

消 杀 ”

（《羊城晚

报》2 月 13 日）， 应当是

可以得到广大市民配合

的。 因为，这是降低感染

病毒风险的最好途径之

一。 只要每个人都守规，

都能管好自己， 不但自

身能够远离病毒， 而且

有助于早日打赢这场新

冠肺炎防控阻击战。

◎

王川 教师

近日，一则“进价 6 毛的

口罩售价 1 元被罚” 的消息

在网上引发争议。 据悉，目前

湖北省洪湖市已对该处罚启

动重新调查， 同时纪检部门

也介入， 调查是否存在执法

人员违纪等情况（中国新闻

网 2 月 13 日）。

与很多哄抬物价被查处

案件收获一片点赞不同，不

少人对这起药店卖一元钱口

罩被定性为“哄抬物价”且被

重罚 4 万余元，感到不理解，

认为药店很冤。

笔者也在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依我之见，评判这一案

件不能光看口罩的绝对销售

单价 1 元和进销差价 0.4 元

这两个“小数字”，而应该以

法规为基础， 结合当前疫情

防控期间稳定物价、 保障民

生的背景。

在疫情防控期间， 商品

的价格很容易上涨。 实际上，

连日来，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都查处了大量价格违法案

件。 为了保持物价稳定，法律

赋予政府对一些原本属于市

场调节价范畴内的重要商品

（或服务）价格进行干预的权

力。《价格法》第三十条规定，

当重要商品价格显著上涨或

有可能显著上涨， 国务院和

省级政府可对部分价格采取

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

定限价、 实行提价申报制度

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

施。

1 月 27 日， 湖北省市场

监管局发布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公共卫生 I 级、II 级应

急响应期间有关价格违法行

为的认定与处理意见”，规定

自 1 月 22 日起，销售商品或

提供服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 依法认定为哄抬价格行

为：一是以 2020 年 1 月 21 日

前的售价为原价， 在 1 月 22

日后超出原价的； 二是商品

进货成本发生变化， 购销差

额未与 1 月 21 日前保持一

致并扩大的； 三是所售商品

无参照原价， 购销差价额超

过 15%的。如果这份意见得到

了省政府同意或授权， 且省

政府将这一意见报国务院备

案， 那么意见就具备法律效

力。 否则就不具备法律效力。

在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的

意见有效的基础上， 涉事药

店销售同款口罩如果超过前

期“原价”或“购销差额”，就

构成价格违法。

不过，《价格法》 第四十

条针对“哄抬价格”等违法行

为，将“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

下的罚款”列为“可选项”而

非“必选项”。 本案情节并不

严重，社会危害并不大，监管

部门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

所得时， 可以按最低标准罚

款，甚至不罚款，这样更符合

“罚过相当”原则。

◎

李英锋 公职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