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A14

202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四

“刷身份证可知健康码”
值得推而广之

新华时评

冯海宁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刷身份
证可知健康
码”，既是一
种技术创新，
打通了居民
身份证信息、
出行信息、健
康信息等，
也
是一种服务
理念、防疫理
念的创新，
给
老年人群和
防疫工作都
带来了方便，
具有样本价
值，
值得广泛
推广。

迟报矿难
就是与人民为敌
□ 新华社记者 陈灏
导致 22 人被困的山东烟台栖霞市笏山金矿
事故，迟报时间长达 30 个小时。涉事企业对生
命的漠视，无异于草菅人命，就是与人民为敌，
国法必不容。
烟台市发布的消息显示，这起事故发生在
10 日 14 时，但企业向栖霞市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时，已经是次日 20 时。长达 30 个小时的时间
里，企业虽然组织了救援，却始终没有向栖霞市
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直到发现救援难度超出自
身能力，
才
“揭开盖子”。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大事故早报、快
报，早已成为共识。第一时间上报，意味着政府
部门可以更早、更专业、更大力度实施救援，为
被困或受伤人员争取更大脱险机会。
《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就明确规定，事故单
位负责人在接到现场报告后，应当在 1 小时内向
地方政府部门上报事故信息。同时，国家有关
法律对迟报、
瞒报事故有严厉的惩罚规定。
然而，在一道道“高压线”面前，总有个别企
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存在侥幸心理，事故发生后
不是抢时间争取救援力量，而是“争取时间”将
事故“大事化小”，企图逃避处罚。直到藏不住
了，
才向上级政府部门“求救”。
迟 报 ，消 耗 的 是 被 困 人 员 脱 困 生 还 的 机
会。笏山金矿事故中，第一时间上报和拖延 30
个小时之后上报，可能导致 22 名被困人员最终
的命运截然不同。置 22 个鲜活的生命于更加危
险的境地，这样的企业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
辱柱上。
春节将至，每个家庭都期盼团圆。我们期
盼 22 名被困人员能尽快脱险，也期待着有关方
面尽快揭开践踏生命的企业的“黑盖子”，一查
到底，
给人民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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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娟
“就地过
节”怎么过？
各地从严从
紧做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
作的同时，
也
要用心用情
做好各项保
障和后续工
作。大到过
年期间的市
场供应、交通
出行、商业娱
乐 、物 流 运
输，
小到一日
三餐、衣食住
行 、健 康 安
全，
提前做好
预案部署，
提
供更多备选、
替代方案，
才
能最大限度
提升“就地过
节 ”的 获 得
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为积极贯彻疫情防控要求，同时省去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出行麻烦，广东继在“粤
省事”平台上推出“粤康码”后，再度升级健康防
疫核验系统。使用该系统后，无法出示电子健康
码的群体，尤其是没有智能手机，或是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可直接出示居民身份证
进行实时健康防疫状态核验，用于替代电子健康
码，
具有与电子码同等的效力。
（1 月 13 日央视）
电子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不少老年人以及其他人群由于使用老人
机，或手机没电，或没有微信，或有智能手机但不
会操作，无论是出行还是进入公共场所，都会遇
到麻烦。对此，一些地方进行积极破解，比如推
出“无健康码通道”方便老年人就获得好评。但
这种做法其实也有弊端，有可能成为防疫漏洞。
而老人被健康码“阻拦”的事件至今仍在个别地
方上演着。
尽管去年 11 月国办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各
地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但
是几天前，辽宁抚顺一名老年人因为不会扫健康
码，向司机请求登记乘车遭到拒绝，最终在司机
和部分乘客的斥责下无奈下车。所以，破解老年
人出行难应成为各地头等大事。
广州市老人院试点效果显示，老年人将身份
证放在终端设备上，约 2 秒钟后，另一端连接的
电脑端上立即显示出健康码信息。相比手机扫
健康码，这种操作不仅很简单，而且高效。除了
方便老年人出行外，也能方便公共场所疫情管

理。因为在系统的管理查询端，管理员可以直接
看到老年人健康信息，那么就能避免疫情防控漏
洞。其实，凡是不方便扫健康码的人，都能用身
份证替代。
这既是一种技术创新，打通了居民身份证
信息、出行信息、健康信息等，也是一种服务理
念、防疫理念的创新，给老年人群和防疫工作都
带来了方便，具有样本价值，值得广泛推广。一
旦推行这种系统或者这种服务，老年人群被“歧
视”的现象有望彻底杜绝，因为即便不懂如何扫
健康码，也会懂得携带、使用身份证。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方便居民，这应该成为公共服务的一
种趋势。
最近，
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公安机
关加强和改进老年人服务管理工作情况，其中指
出，
强化基础信息保障，
为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提
供有力支撑，包括为相关部门和社会机构提供基
础信息核查及身份认证服务，配合有关部门加快
推进居民身份证与健康码、
社保卡、
老年卡、
医保
凭证等信息互联。显然，当居民身份证与多种信
息实现互联，
刷身份证就有望代替不少事项。
也就是说，广东已经对身份证与其他信息互
联作出成功探索，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其他地
方，也要加快推进这方面互联互通，让更多人享
受技术红利，避免遭遇“技术鸿沟”。技术的发
展，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
更便利，而不是更
复杂、
更麻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码”那“码”，
这“卡”那“卡”，都应该用技术、
改革做减法，能少
就少，
能取代就取代，
让更多人轻装、
愉快上阵。

“就地过节”
既要更多理解也需更多行动
距离 2021 年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除
“留人”重在留心。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更
夕火车票开售，能不能回家团聚，是无数海内外
要以实际行动打消顾虑，赢得更多认同。事实
游子最关心的问题，也牵动着家乡亲朋的心绪。 上，
“就地过节”尤需配套保障。这就要求各级地
从全国 20 多个省份倡议“就地过节”，到多地向
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细细谋划、精准
在外游子发布“非必要不返乡”的公开信，从有的
施策，让“就地过节”从简单的倡议具体化为人性
高校明确“家住中高风险地区的高校师生，寒假
化、可操作的过节指南，最终化为更多人的自觉
期间原则上不回家”，到有的驻外大使馆发布“非
行动。
必要、非紧急、不旅行”的倡议，在新冠肺炎疫情
“就地过节”怎么过？农民工、大学生、留守
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之际，
“就地过节”成为今
儿童、
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怎么办？错峰返乡如
年春节的关键词。
何落实？这既是人们的现实关切，也直接关系
阖家团聚是人们对春节的希冀和期盼，也是 “就地过节”的推进效果。各地从严从紧做好疫
无数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
“一年将尽夜，万里
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时，也要用心用情做好各项
未归人”。对于“就地过节”的倡议，一时难以接
保障和后续工作。大到过年期间的市场供应、
交
受是人之常情。对于个人而言，个中取舍、利弊
通出行、商业娱乐、物流运输，小到一日三餐、衣
权衡，无疑是艰难的。疫情面前，政府要顾念人
食住行、
健康安全，提前做好预案部署，提供更多
们的正常情绪，更要捍卫人们的健康；个人既要
备选、替代方案，才能最大限度提升“就地过节”
算小账，
也要算国家的大账。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国内疫情零
“就地过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考
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全国 67 个地方
虑、
多方协作联动。企事业单位、
学校、
社会组织
升级为中高风险地区，
“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等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主体，也是推进“就地过节”
任务依然艰巨。适逢气温较低，适宜病毒生存， 的最后一公里，既要守土有责，也要积极发挥作
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流动聚集，势必会给疫情防
用，配合做好“就地过节”的保障工作，不能“留而
控带来更大压力。方此之时，最是应该“宁可十
不管”。有的地方企业开出高达 5000 元的奖励
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一旦失守，要发现传染
留员工就地过年，错峰返乡；有的地方工会推出
源、
追踪密接者、
切断传播链，不仅意味着大范围
年货免费寄回家等举措；有的地方还准备丰富多
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排查，还可能导致社会
样的文娱活动，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精神需求。多
生产生活停止，这不仅是巨额经济损失，也对应
一些暖心关怀，多一些人性化举措，才能让人们
着难以想象的人力物力投入，甚至会有人失去生
在异地他乡感受到更多温暖。
命。严防死守、慎之又慎，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
与此同时，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加大在所难
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减少春节期间的人员流
免。旅途中如何防控？返乡、返城有何要求、如
动正是当务之急、
重中之重。
何报备？错峰返乡、返校、返岗如何部署？每一
作为个人，无论是回家过年还是“就地过
项工作都千头万绪，防控不严就可能给病毒可乘
节”，提高防护意识是第一位的要求，既要自觉减
之机，考虑不周则会给人们造成困扰。交通部等
少聚集外出，也要严格遵守“戴口罩、勤洗手、保
对春节后错峰返乡返岗作出部署，有小程序推出
持距离”等防疫要求。与此同时，也不妨对各部 “点对点”查询功能，便于人们查询各地的防控政
门倡导“就地过节”多一些理解体谅，对各单位的
策，多一些这样的周全安排，才能在确保安全、
健
防疫措施多一些配合，这既是顾全大局，也是对
康的前提下，尽量让大家舒心、
暖心、
开心，既“就
个人健康负责的表现。
地过节”，
更“就地过好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