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提醒的是 ， 政府扶
持受疫情影响企业 ， 也是维
护劳动者的权益 。 如果有企
业一方面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遣散或克扣职工 ，
则应该受到严厉惩处。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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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为全天候职工心理热线叫好

帮助中小企业及灵活就业劳动者渡难关

斩断无良商家
发“疫情财”的黑手

■劳动时评

疫情面前
要保持足够理性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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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电梯配纸巾
别忽视文明与安全

“废弃口罩换肥皂”能有效减少口罩乱扔现象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严峻，各
地根据实际情况一再延展复工日
期，目前所见最迟的已经安排到2
月23日。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城市
出于防控疫情的需要， 关闭了非
必要公共场所， 暂停了某些行业
营业， 以及对外来流动人口实施
严格控制， 以致此前许多中小企
业职工和灵活就业者节后不能返
程，或者回去了也不能工作，陷入

“待业”困境。 尽管网上有段子调
侃， 放假越长越好，“在家宅着就
是做贡献”，但对于许多工作本来
就不很稳定， 又必须靠打工养家
糊口的劳动者来说， 停工就没有
了收入，近乎于断了生计。防控疫
情可能旷日持久， 这个问题不能
不引起政府、企业的重视，并设法
给予切实的帮助。

疫情当前， 动辄夺命， 没有
人敢掉以轻心 ， 一切为防疫让
路，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谁也不
能为了生计而不顾生命。 解除中
小企业与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困
境， 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就是让
他们所在的企业能够 “撑得住”，
从而有能力帮助自己的职工。 在
这方面， 江苏苏州市政府做出了
示范。

《工人日报》 报道， 为积极
发挥中小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
要作用 ，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
关， 苏州市政府于日前制定出台
了十条政策意见， 从加大金融支
持、 减轻企业负担、 稳定职工队
伍等方面， 支持受疫情影响、 生
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

中小企业抗打击能力弱， 为
了防疫而停产停业， 压力主要来
自产品积压或订单减少， 进而成
本增加， 资金周转不灵。 为了减
轻或转移压力， 可能采取裁员措
施， 伤及劳动者。 苏州的政策从
加大金融支持， 减轻企业负担入
手， 抓到了关键， 抓到了实处。
一方面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
下降 ， 不盲目抽贷 、 断贷 、 压

贷 ， 全力满足疫情防控融资需
求， 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 开辟
快速审批通道， 提供优质高效综
合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通过减免
中小企业房租、 税费、 延期交纳
税款、 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园等措
施 ，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 企业
“喘过气” 来了， 职工才有依靠。

在上述前提下谈稳定职工队
伍， 就有了基础和依据。 苏州市
政府的 《意见》 提出， 实施援企
稳岗政策。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 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对面临
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
望、 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
企业， 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
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
人数确定， 政策执行期限按照国

家规定执行； 缓缴社会保险费。
对受疫情影响， 面临暂时性生产
经营困难， 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中小企业， 按规定经
批准后， 可缓缴养老保险、 失业
保险和工伤保险费， 缓缴期最长
6个月。 缓缴期满后， 企业足额
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 不影响
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以上政策 ， 条条都是 “干
货” “实锤”， 都有很强的可操
作性 ， 可供许多地方参考 、 借
鉴， 而且可以推广到新业态行业
的灵活就业劳动者。

需要提醒的是， 政府扶持受
疫情影响企业， 也是维护劳动者
的权益。 如果有企业一方面享受
政府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遣散或
克扣职工，则应该受到严厉惩处。

近年来， 北京市总工会高度
重视职工的心理关爱工作， 截至
目前， 已在基层建立270家职工
心灵驿站。 疫情面前， 各职工心
灵驿站已行动起来， 通过心理热
线电话、 危机干预、 重点人群心
理辅导等方式， 为广大职工减压
赋能。 （2月5日 《劳动午报》）

时下， 为了防控疫情， 职工
被长时间宅在家里， 企业又推迟
了开工 ， 不少职工容易出现焦
虑、 恐慌、 忧郁、 悲观等负面情

绪。 如何对职工进行心理疏导，
释放不良情绪 ， 保持健康的心
态， 安心防疫抗疫， 笔者以为，
北京市总工会通过多 种 渠 道 ，
面 向 职 工 开 展 心 理 健 康 关 爱
服 务 ， 充 分 发 挥 好 心 理 关 爱
服 务 的 前 沿 阵 地 作 用 好 就 好
在 ： 首先 ， 以心理赋能 ， 使职
工能够正确面对疫情， 积极做好
防控工作， 共克时艰； 其二， 对
职工心理问题的早发现 、 早干
预， 可以对 “症” 下药， 给予他

们精神安抚和心灵慰藉， 可以及
时化解职工心中的疙瘩， 使他们
保持良好的心态， 坚定战胜病疫
的信心； 第三， 通过心理健康的
咨询， 相关专家对职工进行卫
生和心理健康常识的宣传和解
难释疑， 也有利于普及防疫抗疫
知识， 稳定职工情绪， 让他们感
受到了 “娘家” 的关爱和温暖，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不
竭的正能量。

□费伟华

为防控疫情， 防止口罩乱扔
造成二次污染， 近日浙江衢州市
开化县苏庄镇尝试在农村利用垃
圾兑换超市上门实行废弃口罩换
肥皂， 有效减少口罩乱扔现象。
（2月4日 央视网）

疫情发生后， 口罩的使用量
大增， 随之出现的是乱扔废弃口
罩等现象， 给病毒二次污染埋下
了隐患， 还可能被人捡拾整理之
后， 再次拿出来销售。 为此， 不
少地方专门设置了废弃口罩回收
箱， 希望能够统一回收和销毁。

然而， 这些做法虽好， 效果
未必就很好， 甚至可能还存在漏

洞。 比如， 专用回收箱毕竟数量
有限 ， 找到一个不太容易 。 并
且， 专用回收箱中的废弃口罩若
不能及时收集清理， 反而可能落
入制假售假者之手。 此外， 在民
众外出减少的背景之下， 他们将
废弃口罩分类投放到专用回收箱
的积极性不会太高， 很多人会将
其混杂在一般生活垃圾中扔弃。

用废弃口罩兑换肥皂， 实际
上是垃圾换商品的一个特殊版
本， 在当前的情势下， 将垃圾换
商品升级为 “废弃口罩换肥皂”，
无疑是很接地气的一种做法， 其
好处是， 可大幅调动居民上交废

弃口罩的积极性， 居民也可以得
到一些实惠。 而上门交换不仅让
居民感到很便捷， 而且减少了外
出感染的风险。 由村委会干部统

一回收， 还可以避免废弃口罩回
流社会。 因此， 这种做法可谓一
举多得， 于公于私都有利。

□罗志华

“大家快看， 咱小区电梯
里配备了按钮专用抽纸， 各位
业主回家不用担心手指粘上细
菌啦， 一定要告诉家里的老人
孩子用好纸抽。” 在平谷区大
兴庄镇当代旭辉墅小区的业主
群里， 居民们纷纷发出电梯内
照片 ， 给镇里的防控工作点
赞。 （2月4日 《新京报》）

毋庸置疑， 高层小区的住
户， 每天都离不开乘坐电梯，
电梯内封闭空间的消毒管理、
电梯按钮是否洁净， 直接影响
居民的健康安全。 而高层电梯
内配备的按钮专用抽纸， 无疑
是细节上的给力。 且梳理媒体
报道， 其它地方也有着类似的
做法。

但同时， 须注意的是， 电
梯配纸巾虽可， 但也不能忽视
使用文明及安全。 从文明角度
来看， 就是别将这些纸巾当做
自家物品， 肆意浪费， 或者顺
手拿走 。 此前就有短视频显
示， 有的人用起纸巾来一点不
心疼， 甚至抽出好多张装入自
己口袋。 尽管视频没有标明准
确地址， 但这样的行为无疑是
不文明的。 同时， 还须注意的
是用完的纸巾应放入垃圾桶切
莫随意丢弃。

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电梯
间如何防病毒， 湖北省市场监
管部门曾发布6点提醒， 其中
就包括， 错峰乘坐， 尽量避免
与多名乘客同乘一部电梯； 加
强防范， 全程佩戴口罩， 减少
在电梯间使用手机、 打电话或
谈笑等； 避免接触从电梯轿厢
中走出的乘客等； 注意卫生 ；
应急处置； 文明乘坐等。 这些
对于其它地方而言， 同样具有
警示意义。

总而言之， 电梯作为一个
相对封闭的空间， 是预防病毒
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场所。
电梯配纸巾就不能忽视文明与
使用安全。 尤其是对于个人来
讲， 面对疫情应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 比如， 乘坐电梯
后， 避免用手去触摸自己的口
鼻眼及公共物品 ， 应及时洗
手、 消毒， 而这也是对自己和
家人最好的保护。

□李雪

吴学安：当下，正值全国人民
齐心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 一些不
法商家却打起歪主意趁机牟利，
一些地方出现口罩、 消毒液等防
疫用品价格暴涨， 一些商户囤积
居奇等情况， 借疫情大涨价， 严
重干扰了市场正常秩序。 疫情的
发展已经不容任何人、 任何企业
置身事外， 对那些发国难财的不
法企业商家、想趁机“捞一把”的
人， 市场监管部门理应快刀斩乱
麻，雷霆出击，依法严厉查处。

胡蔚：疫情的突然来袭，让今
年的春节变得格外不寻常， 如今
全国上下依然在为“战疫”而竭尽
全力。 虽然疫情迅猛、病毒可怕，
但只要全国上下万众一心、 众志
成城，就没有打不赢的战役。要尽
快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最
不能做的就是自乱阵脚。 每个人
在疫情中都要保持足够理性，特
别是现在网上的信息纷繁杂乱，
各式各样的网络谣言充斥其中甚
至甚嚣尘上， 这些谣言对疫情防
控百害而无一利，只会扰乱人心、
破坏稳定，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世象漫说

□李玉海 画地面消毒 人员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