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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店成
“全球最小风险区”
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最小”风险区有多小并不重
要，也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梗
来调侃，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团结
一致、相信科学，
真正在各项防控
工作中做到以人为本。

1月13日晚，上海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
将出现确诊病例的静安区静安寺
街道愚园路228号列为中风险地
区。愚园路228号实际上是一家奶
茶店，面积仅20余平方米。不少网

友表示，这可能是全球“最小”的
处于隔离管控之中。
到最低。
风险区。这个“最小”风险区突破
既然可控，也就没有必要将
在13日晚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了公众固有的认知。以往，风险区
封控范围扩大，消耗基层工作人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
多是一个县、区，一条街道或一个
员和其他市民的精力和时间。上
生健康委主任表示，随着疫情防
小区，再小点也该是一个楼栋。
海做出的这一宝贵探索，为其他
控压力增大，境外入境病例数也
风险区的范围越小，给整座
地方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在不断增加。病人增多，怎么收
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周边居民的日
当然，疫情防控的根本，依然
治？要未雨绸缪，增加床位储备，
常生活造成的影响也就越轻微。
将
是对科学和事实的遵循。这也意
并 落 实 后 备 定点医院以加强收
一家奶茶店划为风险区，
除了以人
味着，上海的做法不必也不可能
治队伍的储备，全市统一调动，
为本的考虑，还体现出自主防控、 被照搬、复制到所有地区。因地制
必要时进行增援。此外，还专门
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综合防控等
宜，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制
组建了市级医院重症团队，一旦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的底气。
据官方
定出最适合、
最恰当的防疫政策。 出现重症和危重症病例，可以立
通报，
奶茶店的5名感染者都和1月
认识到这一层，也就没必要
即入驻定点医院，采取组团包干，
11日上海报告的1例境外输入无症
盲目吹捧、跟风，更不必拿上海的 “一人一策”的方式来集中力量进
状感染者相关联，
属于同一个传播 “最小”风险区去和其他城市作无
行救治。
链，
而且都是在隔离管控期间的例
谓的比较，各地不妨沉下心来，认
或许每座城市、每个地方面
行核酸筛查检测中发现的。
传播链
真思考，怎样把工作做实、做细， 临 的 实 际 情 况和困难都不尽相
中的2830密接者全为阴性，
目前均
尽可能将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降
同，但这种把工作做在前头的科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济南市
南部山区，是济南市重要的生态
和水源涵养区。一个时期以来，
“城里人”蜂拥进入南部山区兴
建别墅，数量惊人的“私家花园”
达数千栋之多。
历经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四
年过去，该区域只有部分违建别
墅被拆除，大部分别墅岿然不
动，个别新的别墅项目仍在大张
旗鼓建设中。
私人别墅大规模入侵，给该
区域带来的威胁极为严重。地面
硬化急剧增加，会破坏水源地的
生态涵养功能。许多别墅建设对
山体“削骨抽筋”，造成植被大面
积破坏和水土流失。把这些别墅
称之为当地生态的癌细胞，毫不
为过。

从 法 律 上 讲 ，这 些 别 墅 也
没有任何合法审批和建设的
手续。一些别墅虽有基层政府
核发“土地使用证”等证明，但
这些证明无一例外属于违法
审批。
然而，面对这一大批危害生
态的违法别墅，当地相关部门却
怠于作为，眼睁睁看着别墅遍地
开花。在中央环保督察点名之
后，相关部门依然敷衍整改，只
拆除一些违建平房、厂房和临时
搭建的农家乐、养殖房、厂房式
大 棚 等 ，并 宣 称“ 整 改 完 成 率
100%”
。
保护区数千栋别墅为何“拆
不动”？是执法机关忌惮别墅主
人的身份地位，还是有人利用手
中权力和资源，阻挠违建别墅的
拆除？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在大
规模违建面前，不能严格执法，
其中是否有权力寻租的存在？部
分违法别墅所拥有的合法证件，
又是谁审批的？毫无疑问，数千
栋“坚挺别墅”的背后，给人留下

太多的问号。
最 新 的 消 息 是 ，就 在 该 篇
报道刊发后，济南召开了专题
会议，表示将对南部山区违建
别墅问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对涉及违法违规的建筑予以
拆除，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
查处。
这 样 的 反 应 是 迅 速 的 ，公
众也期待看到实质性的处理进
度。除了依法拆除，深挖保护伞
和利益链，还应对违法建设所造
成的生态损害进行彻底清算，让
违法别墅责任人和违规审批者
承担生态恢复的成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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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用工并不属于法律禁
止的范畴。

学、严谨的态度，则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
还应该看到，在公布了相关
感染者的情况后，
许多网友给奶茶
店的工作人员送上了热情和真挚
的问候和祝福，希望他们早日康
复。
这些评论让人
“破防”
了——没
有责怪、
埋怨，
更多是理解和体谅。
这种可贵的精神力量，
也是帮助我
们尽快走出疫情阴霾的动力源泉。
因此，
“ 最小”风险区有多小
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把它当作
一个梗来调侃，重要的是，我们能
够团结一致、相信科学，真正在各
项防控工作中做到以人为本，直
至春天的到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沪生

9成多互联网医院变
“僵尸医院”
背离政策初心

保护区数千栋违建别墅
“拆不动”
太多问号需拉直
把这些别墅称之为
当 地 生态 的癌细胞，毫 不
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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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建互联网医院
不是应景，而是要用心、用
力，探索适合公立性互联网
医院的发展路径。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
心、
健康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
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
全
国目前已建成的约1700家互联网医
院中,超九成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
用或浅尝辄止的
“僵尸状态”
。
虽说建立互联网医院相比线
下传统医院投入较少，
但建平台和
维护管理也需要相应的投入。
建而
不用或浅尝辄止，
必然造成已建互
联网医院闲置浪费，
最终让患者不
能享受互联网+医疗的便利。互联
网医院变“僵尸医院”，不仅背离
政策初心，也背离了医疗机构建
互联网医院的初衷。
医疗机构为何闲置互联网医
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虽
然国家医保局支持符合条件的互
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但在省

市医保统筹区，政策却未得到有
效执行。再如，公立性互联网医院
医生服务费普遍定价低，与第三
方平台反差明显，造成医生积极
性不高。另外，部分市场化互联网
医院在资本推动下乱象纷呈，也
影响患者对互联网医院的信任，
造成互联网医院亏损和闲置。
必须指出的是，对公立性互
联网医院的管理和运营，既要坚
持公益化思维，符合其公立属性，
也要有市场竞争意识。其中，
“公
益性”是公立互联网医院最大竞
争力，
关键是要打好这张牌。
激活“僵尸互联网医院”，既
要有效扶持公立性互联网医院，
也要对市场化互联网医院加强监
管，促进两者公平、良性竞争。医
疗机构建互联网医院不是应景，
而是要用心用力，探索适合公立
性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路径。鉴于
互联网医院分散且闲置，也不妨
考虑建立统一平台让医疗机构
“开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特约评论员 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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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杭州应大姐之前在一家盒马鲜
生门店当水果促销员。店里的柚子是另一家
供应商提供的，
剥完再卖的话，
销售价格差不
多能翻一倍。
当时，
应大姐等六七名促销员一
起兼职剥柚子，
之后不仅没拿到钱，
应大姐还
因不同意把兼职收入给店长而被开除了。
和应大姐签合同的用人单位是一家劳
务外包公司，合同上明确，把应大姐安排到
门店当促销员。所以，应大姐虽是该门店的
促销员，但与其没有劳动关系，兼职剥柚子
这个活儿本不属于她们的工作范围，供应商
应额外给她们钱。
在法律层面，重复用工是指用人单位与
已经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再次建立用工关
系，
一个劳动者与一个以上的用人单位存在劳
动关系的行为。
《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者同
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
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
提出，
拒不改正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此外，
如果企业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员工，
一旦给其他单位
造成损失，
需要与员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从上述法律规定不难看出，重复用工并
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范畴，
只有在给本单位工作
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用人单位提出后对方
仍拒不改正，
用人单位方可解决劳动合同。
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兼职就业、副业
创业正悄然被更多人接受。一个人同时打几
份工，在我们周遭并不鲜见。这既有利于提
高用工效率、缓解劳动力不足，同时也有利
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促进共同富裕。
应大姐与盒马鲜生门店本身没有劳动
关系，即便盒马鲜生确有规定禁止重复用
工，对应大姐这种劳务派遣的促销员，也没
有约束力。关键是，应大姐她们兼职剥柚子，
是在谁的指示下进行，又是在什么时间兼
职，是否对其本职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或
者用人单位是否提出而对方拒不改正，倘若
什么都没有，直接就将其开除，在实体上和
程序上都是有问题的。
“没收”劳动者兼职取
得的收入，
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让闲置技能变现，让劳动创造价值，人
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技能和劳动获取佣金。
当然，类似事件对于劳动者也是一个提醒。
如果在工作中，接受某个领导的指示，去兼
职做某些工作，一定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另外，在业余时间兼职打工，在并不影响单
位工作的情况下，取得兼职收入是合理合法
的，
要像应大姐一样勇于维护自身权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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