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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数百篇野疫情之下的某某
国院店铺关门歇业袁华商太难了浴 冶的
自媒体文章刷屏网络遥 这些文章情
节如出一辙袁仅仅换了主角姓名尧从
事生意和所在国家袁 对此有网友调
侃院一个叫野郭红冶的人袁炮制了你朋
友圈所有的野世界失控冶遥

有媒体曝光袁 上述贴文均由福
建省福清市 3 家公司批量炮制袁而
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个
人遥 面对公众质疑袁相关负责人还
用野推文反映的海外疫情情况耶部
分属实爷袁 但在具体运营中确实出
现批量复制情况冶袁 来为自己拙劣
的造假行为开脱袁 试图蒙混过关袁
可笑至极遥

事实真相很快打脸遥 当微信平
台以涉及夸大误导袁 删除相关文章
并封禁 3 个主体下的 50 多个违规
公众账号袁 当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
也介入调查尧处理此事后袁发布这些
信息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才肯承认袁
炮制数百篇文章在华侨微信群推

广袁是为了借疫情涨粉遥
自媒体追求流量和粉丝袁 以此

获取商业回报袁本无可厚非遥 但疫情
期间袁为了涨粉赤裸裸的造假尧公然
炮制虚假新闻袁 就不只是 野吃相难
看冶那么简单遥 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
之地袁对此种谎报险情尧疫情尧警情
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的做法袁我国法律早有明确规定遥 如
此胆大包天袁 为一己私利而罔顾事
实真相袁 大肆散播他国疫情防控不
利的消息袁必须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袁
绝不姑息遥

炮制虚假疫情信息袁 也是可耻
的行为遥 在全世界都在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而努力的大背景下袁 用惊
悚的标题尧 夸大其词的图文袁 营造
野国外疫情已经彻底失控冶 的氛围袁
传播虚假信息尧消费疫情袁对世人的
努力视而不见袁 是对所有人的不尊
重袁严重影响全球防疫大局袁严重损
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遥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积极

进展袁 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
代价的遥 由于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
聚集增加带来疫情反弹风险依然
存在袁我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国际
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遥
我们正在积极同各国一道袁基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加强国际防疫
合作袁 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袁
推动联合科研攻关袁携手应对共同
威胁和挑战袁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遥 我们相信袁在全球人民的共同
努力下袁 一定会战胜新冠肺炎病
毒遥

随着各国对疫情的认识和重视
程度不断提升袁 抗击疫情已经成为
各国人民的共识遥 面对疫情袁每一个
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袁尊重科学袁保持
理性袁相互守望袁都应避免制造恐慌
和过分恐慌遥 而那些躲在屏幕后面
敲击键盘尧制造恐慌的无耻行径袁各
国都应严厉打击遥 凡是给疫情增加
不确定因素的行径袁 也必将遭到全
世界人民的唾弃遥

3 月 19 日袁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袁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就生猪生产尧 猪肉供应等热
点问题进行了回应遥 农经司副
司长邱天朝指出袁 对于以环保
名义擅自搞野无猪市尧无猪县冶
的袁要坚决予以纠正遥

这一表态对于生猪养殖从
业者来说袁相当于吃了一颗野定
心丸冶袁可以免于为政策层面的
野刁难冶而担忧遥 同时袁也让许
多此前对我国生猪养殖业现实
困境缺乏了解的普通人大吃了
一惊要要要竟然有个别地方袁能
作出 野无猪市冶野无猪县冶 这种
野无厘头冶的荒谬决策遥

此前袁 不期而至的非洲猪
瘟疫情袁 与我国调整生猪养殖
产业区域布局袁 加强环保规范
的时间窗口正好野撞冶在了一
起遥面对这种情况袁个别地方的
主政者袁却并不具备理性尧灵活
的应急应变能力袁只会生硬尧僵
化地理解国家环保政策袁 采取
了野无猪市冶野无猪县冶这种野一
刀切冶 式的简单粗暴的措施遥
这不仅无情切断了大量生猪养
殖从业者的生计来源袁 还致使
国内猪肉供应进一步失衡遥 对
于这种荒唐的政策袁 如果不能
及时制止袁 并对其背后的施政
逻辑加以纠偏袁势必会导致更
为严重的后果遥

细究这类政策形成的过
程袁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要要要几乎所有制定了此类政
策的地方政府袁都把野环保冶当
成一面野挡箭牌冶遥 在某些官员
看来袁仿佛只要高举这面大旗袁
他们就能对各种可能 野危害环
保冶的产业肆意干预遥

事实上袁 与其说这些官员
关心环保袁不如说这些官员只关心如何把上级
交付的任务野应付冶过去袁从而形成政绩遥 在这
里袁我们想问问这些官员袁是否考虑过这么做
会造成何种后果袁是否思考过中央为何要加强
生猪养殖领域的环保规范袁是否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考虑过如何合理尧有序地规范本地生猪养
殖产业遥 野一刀切冶式雷厉风行袁表面上显得十
分野积极冶袁但从本质上看袁却是十足的懒政尧惰
政遥

令人欣慰的是袁 有关部门已决心拨乱反
正袁 并将采取扶持+鼓励相组合的有效措施袁
扭转此前个别地方野生硬理解政策尧简单制定
政策尧粗暴执行政策冶造成的恶果遥期望各地地
方政府积极调整本地生猪养殖政策袁确保生猪
生产尧猪肉供需保持平衡尧平稳遥

杨鑫宇

随着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袁有
序复工复产袁尽快复苏经济袁被提上
议事日程遥 目前来看袁启动消费袁以
消费回补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发力
点袁正在成为共识遥

近日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 个
部门联合发布 叶关于促进消费扩容
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
意见曳袁从优化消费供给尧改善消费
环境尧 提升消费能力等各个环节出
台了具体的指导措施遥

消费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持久动
力遥 消费疲弱袁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遥
但是如何启动消费袁如何找准切入
点袁 从而事半功倍地撬动消费袁却
需认真权衡遥 前几天袁上海市的主
要领导走访了喜马拉雅尧B 站尧小
红书等位于上海当地的互联网经
济标杆性企业袁对新经济尧新消费
的发展寄予了厚望遥 坦率地说袁上
海市此举颇具深意遥

很明显袁 以互联网平台型企业
为代表的新经济尧新业态袁在此次抗
疫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遥当线下经
济实体因疫 情 而 面 临 重 大 困 境
的时候袁新经济却在逆境中爆发
出强劲的动能遥 它们维持了疫情
严重之时物流的有效运转袁保障
了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袁同时
还 大 量 吸 纳 了 因 疫 情 而 暂 时 待
岗的员工遥 即便在武汉这样的重
点疫区袁互联网新经济也从未中
断 袁 线 上 超 市 尧 线 上 培 训 尧 网 络
直 播 等 诸 多 新 经 济 业 态 袁 使 得
野宅经济冶 空前活跃袁 有力促进

了 疫 情 期 间 的 稳 就 业 以 及社会
稳定遥

应该清醒地看到袁 互联网新经
济尧新消费在疫情期间爆发出的强
大韧性与活力袁 不仅凸显了它们
在非常时期对于经济社会的巨大
价值袁也预示了复苏经济尧深化发
展的巨大空间遥 野把被抑制尧被冻
结的消费释放出来袁 把在疫情防
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尧 升级消费
培育壮大起来袁 使实物消费和服
务消费得到回补冶遥 这就意味着袁
当前的启动消费以及消费回补袁
不应单纯地视为传统消费的简单
重复袁而应将之看作是企业升级尧
拓展以及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
展的难得契机遥

实际上袁 不少企业已经有所行
动遥 近日袁美团就将其在疫情期间推
出的 野春风行动冶 进行了进一步升
级袁 通过外卖佣金返还计划尧 酒店
旅游业商家经营补贴等举措袁借助
互联网企业大数据提供更精准的服
务袁 助力企业平台上数百万商户复
工复产袁 共同促进消费需求的快速

回暖遥 而与企业相对照的则是袁有
的地方政府也敏锐看到了发展机
遇袁 比如重庆市就迅速出台了加快
线上业态尧 线上服务尧 线上管理的
相关措施袁大力推动服务业的数字
化发展遥 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不约
而同的动作袁 无疑显示了新的发展
趋势遥

2019 年袁 我国实物商品的网上
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 20.7%袁约 8.52 万亿元遥 如果加
上网上服务性消费袁 网络消费的规
模将更大遥 但是目前袁依然有 80%的
服务没有实现数字化升级改造遥 中
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袁此次疫情逼迫尧
催生出大量的新型消费和升级消
费遥 同时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更加
习惯了野宅经济冶遥 这都是显而易见
的潜在消费市场和发展空间袁 如能
善加引导尧扶持利用袁不仅可以强力
撬动疫情之后的消费袁 加快经济复
苏袁 更能够让嗅觉敏锐的相关企业
以及地区袁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遥

韩永杰

消费回补
为新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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