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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次生灾害”防范 锤炼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报告之八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在全力以赴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突发疫情给民众、

基层干部、社会带来的“次生灾害”影响也是摆在政府面

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各级政府应当对这次疫情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等相关治理问题加以系统应对，以此次抗“疫”为切口，

进一步增强我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与科学

调控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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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次生灾害”防范 锤炼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报告之八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在最为吃劲的关键阶段，

我国正举全国之力抗击此次疫情。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

地均采取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等严格的防控措施，切断疾

病传播途径，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

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等级高、强度大的“原生灾害”发生后，常常诱发系列

相关灾害，形成“灾害链”。次生灾害问题对于当下和未来

灾后各方面的重建工作影响更大、更深远。因此，在全力以

赴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突发疫情给民众、干部、社会

带来的“次生灾害”影响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各级政府应当对这次疫情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等相关

治理问题加以系统应对，避免造成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更大范

围的损失。 

疫情是危机，亦是潜在契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

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以此次抗“疫”为切口，我国应对突

发事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与科学调控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上也会下更大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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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政府公信力 培育健康社会心态 

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不仅是应对疫情的“良药”，也是

推动实现良好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在疫情压力下，只有及

时准确公开权威信息，加强公众心理干预和疏导，才能避免

因谣言和恐慌引发的“次生灾害”，坚定民众信心，凝聚国

民抗“疫”合力。 

（一）疫情突如其来 恐慌焦虑成民众最大“心病”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了我国的医疗体系，也对

民众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空军在武汉上空播撒消毒粉”“病毒会漂浮在空气中

形成‘病毒云’”“用 56℃的热水洗澡能对抗病毒”“广州带

病毒男子从医院出逃”“没带通行证出行将被集中隔离”……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随着疫情的发展和封城等防控

措施的推进，这些“花样百出”的谣言频繁吸引公众注意力，

给民众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和情绪上的焦虑。 

有的在家无聊苦闷，吵架闹矛盾；有的生活作息颠倒，

精神萎靡不振；有的过度恐慌，怀疑自己被“肺炎”感染；

有的排斥武汉人，不乏侮辱、谩骂之举；有的甚至做出殴打

医生、驱赶租户、挖路封门等极端事件。 

谣言“病毒”造成的“信息疫情”，不仅让公众难辨真

伪，非理性行为频频出现，还会加剧社会焦虑情绪，严重的



                                                            政务专供报告 

5 
 

甚至蛊惑人心，加重疫情“心病”，妨害疫情防控阻击战大

局。这些由“信息疫情”引发的一系列“次生灾害”亟须引

起政府相关部门重视。 

（二）及时准确公开权威信息 让疫情谣言无处遁形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自非典

以来的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及时、准

确、公开、透明地发布权威翔实的信息是消灭谣言、稳定社

会情绪的最好方式。 

1 月 25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及

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2 月 3 日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再次强调，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

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 

自 1 月 22 日起，截至 2 月 2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已

举行 11 场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各省

份也陆续举行不同层级的新闻发布会，不断发布权威信息，

及时准确地为公众所获知。 

从中央到省内媒体，政府权威信息和主流媒体发挥的作

用愈显关键。目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

网站均已开设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专题页面，及时准确发布中

央、各省市的疫情信息和防控政策，做到各类消息公开透明，

帮助群众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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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地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作用，整合各地方

政务服务移动端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等服务入

口，推出“全国实时疫情动态”“疫情地图”“同乘患者查询

系统”等可视化信息发布系统，有效补足老百姓信息不对称

的短板，真正达到“医心”效果。 

不过，个别地方、个别组织也暴露出公信力不足、信息

披露不充分、运行机制待完善等问题，在仓促应对外界质疑

的同时，引发舆情“次生灾害”。应以此次疫情应对为契机，

在反思不足的基础上加强透明度建设，以更谦虚心态接受公

众监督，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推动政府

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实现良性互动。 

（三）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 筑牢抵御疫情心理堤防 

疫情突发，不仅威胁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到人

们的心理健康。疫情来临时，不仅要从生理层面进行治疗，

还要开展心理疏导和干预，将心理危机干预作为疫情防控体

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1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

则》），正式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指导

原则》根据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将目标人群分为四级，要求干

预重点应当从第一级人群开始，逐步扩展，分类干预。在《指

导原则》发布之后，各省市同期相继开始制定肺炎疫情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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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方案。 

2 月 2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设立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的通知》，

要求各地要在原有心理援助热线的基础上设立应对疫情心

理援助热线，结合本地公众需求提供 24 小时免费心理服务。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开通了 300 余条免费心理援助热线，

有些地区还开通了 2019-nCoV 肺炎疫情专线。 

福建医科大学卫生健康研究院副院长李跃平表示，科学

的心理干预和疏导，一方面能让公众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疫

情影响，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能够鼓舞士气、化解

风险，推动社会更快恢复平稳运行。此外，还能为各级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提供决策咨询和行动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认为，心理干

预首先要突出专业性，由熟悉我国群众心理特征并且具有专

业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人员全方位参与，提供专业到位的心

理干预。其次要突出实用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心理危机

干预要简明扼要，实用性强。再次要融入基层治理，通过医

院、学校、社区、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合

力，真正做到疏导个体心病、防范社会问题。 

二、防控力量下沉基层 奖惩分明是关键 

当前阶段，要坚持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社区等基层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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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形成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的格局。因此，众多的基层干部在这次战斗中发挥

着关键性作用。 

疫情防控一线，关键在于奖惩机制，督察问责和激励关

爱两手都要硬。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确保疫情防控一线的干

部物资保障到位、心理得到关怀、政治上得到激励，让基层

干部轻装上阵、全力以赴，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构筑基层防控堡垒 基层干部是关键力量 

基层防控是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的关键所在。社区是疫情

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

事实表明，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阻止疫情扩散蔓

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就必须把防

控力量沉到基层、落到实处。 

防控力量的下沉意味着广大基层干部要冲上一线。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奋战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湖北提出探索“二二制”工作机制，即二分之一干部在

机关上班值守，二分之一到基层网格工作。 

武汉市从市直机关、国企、高校增派 16739 名干部职工

到疫情任务较重的 7 个城区、908 个社区参加疫情防控，加

上其他城区的下派力量，全市共有 34498 名干部职工编入街

道和社区与基层干部一起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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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选派 5 万余名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下沉社

区（村），全天候派驻，编入社区（村）工作团队。 

成都市组织 32 万余名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筛查疫情

严重地区来（返）蓉人员、发热发病症状人员，逐户逐人建

立动态台账，实现地毯式滚动摸排和专业化救治隔离。 

从入户排查到重点人群监控，从疫情发现报告到病患及

时收治，从科普知识宣讲，到救援物资发放，基层一线干部

在联防联控上取得了扎实有效的成绩，疫情防控的大网正在

不断织密织牢。 

（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引发基层干部政治焦虑 

在疫情防控的攻坚阶段，联防联控让基层干部“上面千

根线底下一根针”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身处联防联控的末

端，又是直面潜在病患的前端，基层干部付出的努力和肩负

的压力十分巨大。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的高度紧绷引发的身

体严重透支，导致已有数十名基层干部牺牲在了岗位上。 

但是，在抗击疫情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

疾，却对疫情防控工作形成了干扰，徒然消耗基层干部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不仅寒了基层干部的心，还严重打击了基层

干部的积极性，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 

“昨天刚布置任务，要求逐户排查有无重点疫情地区接

触史，今天要求就变成逐户筛查感冒咳嗽人员。”“明明是同

一件事，却有六七个部门要求报表格。”“走访花了 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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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却要 2 小时 。”“出了问题板子就打到基层，压实责任变

成往下‘甩锅’”…… 

如果任由这种事情一再发生，上级部门只是不断压迫式

的提要求、甩责任，而不从实际上关怀激励基层干部群体，

那么基层干部的政治焦虑必然会带来基层防控工作的松懈。 

（三）让基层干部轻松上阵 激励关爱措施需跟进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大敌。为

广大基层干部排除形式主义造成的干扰、消除官僚主义带来

的负担，让他们轻装上阵、积极作为，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至关重要。 

一方面，各级纪委监委等部门要严肃依规依纪依法追责

问责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不力问题，对于形式主义，需要“露

头就打”，拿出“零容忍”的态度，更需要拿出严肃问责的

霹雳手段，真正消除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为基层干部卸

下包袱、扫清障碍。 

另一方面，制定体现人文关怀的各项激励关爱措施，对

于表现突出者，把奖励落到实处。目前全国多个地方地已出

台激励关爱基层干部的相关举措，多采取政治激励、组织激

励、工作激励、待遇激励、精神激励等形式。 

比如浙江明确提出对表现突出的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和

相关工作人员，可及时按有关规定给予嘉奖、记功奖励，奖

励比例可不受限制。四川明确对表现突出、堪当重任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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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优先提拔重用，特别优秀的可按规定破格提拔、“火线

提拔”。湖北提出优先保障防控一线人员所需防护物资，妥善

解决好防控一线人员就餐、御寒、值夜、交通等问题。 

这其中，“火线提拔”基层干部最受关注。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众多在防控一线的基层干部脱颖而出，以突出的工

作表现获得提拔和奖励。疫情当前，“火线提拔”干部能够产

生积极的激励效应，激励引导广大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挺

身而出。 

三、坚持依法防控 谨防过度执法造成“次生灾害” 

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

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

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

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一）疫情防控过度执法 副作用不容忽视 

总体上看，目前各地开展的严格管控措施有助于切断疾

病传播途径，有助于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使疫情形势出

现积极变化。但是，在个别地方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了简

单粗暴的极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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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阻止村民聚会，到村民家中砸毁麻将桌；为防

止人员进出，在密切接触者家门外安装铁栏；在通村路口私

设关卡，一律禁止车辆人员通行；任意扣留经过本地的防疫

物资；不允许外出工作人员返回小区等等。 

在当前“人人防护”“严防死守”的氛围中，这些简单

粗暴、矫枉过正、用力过猛的行为，看似坚决有力，实则脱

离疫情防控的实际，有的还涉嫌违法违规。更需要警惕的是，

这些冲突背后产生的严重情绪对立，不仅伤害携手战“疫”

的干群关系，还会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基层治理中打折

扣。这些极易人为造成疫情之外的另一起“次生灾害”。 

（二）疫情防控须依法 避免简单粗暴“一刀切” 

2 月 5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提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当前，国家“依法防控”的政策指向已十分明确。我们

不仅要夺取疫情防控的胜利，还要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

最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如何确保

抗“疫”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是眼下一些地方、特别是基

层亟需重视的问题。 

各级党委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应该更加科学、精准，既要

从严防控，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更要文明防控、

理性防控，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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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此外，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

考，疫情应对中出现的偏颇和极端做法，暴露出工作推进中

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还有待加强。针对基层治理的短板和

不足，应该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依法防控的要求，教育引导干

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基层治理中实现法治、德治、

自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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