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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了

21 日晚，重庆人心目中的“母亲
山”缙云山突发火情。虽然山火现场存
在持续炙烤的高温、山地地形险峻等各
种不利因素，但是人们依然源源不断地
朝这里赶来。

大家能想到的人来了，本地消防员
和武警官兵连夜进山，云南省森林消防
总队700多人、近百台车辆赶赴重庆。
大家没想到的人也来了，他们当中有摩
托车骑手、“00后”大学生、附近大学里
的外国教师……

22日，20岁的郑晓峰（化名）本应

在30公里外的地方送外卖，看到新闻
后，马上骑车赶到了现场。“我什么都没
想，就是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
做的。”

由于山地地形复杂，有的路段只能
通行摩托车，所以摩托车当即成了现场
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看见现场有需要，
郑晓峰留了下来，连续工作了4天。此
后，越来越多的摩托车骑手自发加入运
送人员、物资的队伍。骑手们冲刺的身
影、摩托车持续不断的轰鸣构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

23日，被学生亲切称为“老福”的
美国外教弗朗西斯·斯东尼尔也自告奋
勇，参与油锯组装工作。烈日下弗朗西
斯坐摩托车上山的身影，打动了很多
人。他说：“重庆就是我的家，我应该为
它尽一份力。”

18岁的王劲博作为摩托车骑手，
一直在现场运送物资。他连续两天上
山下山，每天只喝点稀饭和水。“大家虽
然可能都不认识彼此，但是心特别齐。
我经常车还没骑到集散点，喊上一句需
要什么，马上就有人给我准备好，让我
带上就可以走。”

25日，21岁的大学生志愿者刘显
钦在知道北碚区正在征集志愿者时，毫
不犹豫到了现场。他背着 20斤的冰
砖，身体完全暴晒在太阳下，来来回回，
在陡峭和铺满厚厚沙土的山地上走了
好几个小时。

除了他们，现场还有社区干部、当地
居民、医护人员等志愿者，守在各个物资
集散点，为前方提供后勤保障。他们和
这些奔走在灭火路上的摩托车骑手一

起，组成了一条长长的“人链”，既展现了
非凡的效率，也集聚了动人的温情。

没有人停下来

在山火现场，每个救援人员和志愿
者的面前似乎都有一个无形的钟表，不
断提醒他们，“没多少时间了”。

因此，摩托车骑手们上山运输物资
时摔倒又起来，没有时间喊痛；消防
员、武警官兵全副武装，在酷暑中工作
了几小时后，仍然跑步上山，没有时间
喊累；负重前行的志愿者即使已被太
阳灼伤，也不敢停下自己的脚步，没有
时间说热……

“每个人都很热，很累，身体也很
痛。但是没一个人停下来。”刘显钦说。

25 日，迎来扑灭山火的总攻之
夜。21时左右，由成千上万救援人员
和志愿者串起的一条“白色灯链”，在隔
离带旁就位站好，准备用以火制火的方
式，扑灭面前的这条“火龙”。

35 岁的志愿者陈晓蛟此刻站在
隔离带旁，离消防员仅100米，风向一
旦发生变化，大火瞬间可能会朝他们
扑来。“我是蓝天救援队成员，有丰富
的救援经验。”陈晓蛟回忆说，那天几
百人在山脚下排队，争先恐后地想上
去。

“拿出重庆人的气势，拿出重庆人
的血性，我们最后再吼一遍，重庆雄
起！”在行动前，在场的救援人员高声为
自己加油。

23时左右，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绝大多数明火得到成功扑灭。一座城

市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这个故事“火了”

26日凌晨，刘显钦下山的时候，正
好看见一群消防员跑步上山。“他们看
起来和我差不多大，当时满脸被烟熏得
黢黑，双眼遍布红血丝。在这么辛苦的
情况下，他们还一边跑，一边齐声喊出

‘防火必胜’的口号。”刘显钦说，这场景
让他止不住流泪。“他们才是真正的英
雄。”他说。

“英雄要走了，我必须送啊！”28日
上午9时，听说前来支援的云南消防队
员即将撤离，刘显钦早早来到路边送他
们一程。

自发前来送别的重庆市民将道路
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举着“致敬最美逆
行者”“感谢有你守护北碚”“和你们并
肩作战是我们一生的荣耀”等横幅，许
多市民备好了鸡蛋、火锅底料、西瓜、矿
泉水等食品，希望消防员能带些回家
……原本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消防员
的车队走了一个多小时。

在千里之外的云南，已经有在滇旅
游的重庆市民，为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送去锦旗。救灾过程中的互助故事，被
网友们不断转发、点赞，亲情的“热浪”
在媒体与网络上不断升温。

水火无情，危难时刻方显责任担
当。面对熊熊山火，本地的、外地的平
凡英雄不分彼此挺身而出。火线之后
的“人链”，串起的是普通人的侠肝义
胆。

（据新华社）

火线之后筑“人链”：山火灭了，故事“火了”！
8 月，重庆多地发生山

火。上万名专业救援人员
前仆后继来到山火现场，不
顾自身安危，奋战在灭火最
前线；成千上万志愿者自发
前来，紧随其后提供后勤保
障，在火线之后又筑起一道

“人链”。
他们不分年龄、不分性

别、不分职业，甚至也不分
国籍，只要来了都是“重庆
人”。如今大火已灭，但是
这份在危难时刻体现出的
英雄气概，却永远留在人们
的脑海中。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
者 张辛欣）工信部30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中小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同
比增长8.1%和 1.6%，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呈企稳态势，为国民经济平稳运
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工信部30日召开“支持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 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
业”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中小企
业局局长梁志峰在会上说，为应对复
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的
不利影响，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了多
项力度空前助企纾困政策。据不完
全统计，仅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各
类政策措施33项，这些政策在帮助
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中小微企业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税缓费近1.8万亿元。中小微
企业宽带和专线等平均资费进一步
降低。去年以来治理涉企收费专项
行动共检查全国收费单位9.89万家，
清退违规收费超过60亿元。

在融资方面，工信部联合多部门
提出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相关
举措，进一步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鼓励金融机构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并与财政部联合
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
补政策，自2018年起，已累计安排中
央财政资金150亿元，引导各地扩大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融
资担保成本。

“我们要把解决企业‘急难愁盼’
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会同

相关部门推动落实国家各项惠企减
负政策，帮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
业渡难关、复元气、促发展。”工信部
运行监测协调局二级巡视员孟燕说。

身处产业链环节的中小企业，生
存发展离不开上下游之间的合作与
协同，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
性生态很重要。

“今年以来，我们从建体系、促对
接、树标杆等三个方面推动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梁志峰说，工信部联合
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携手行动”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
2025年）的通知》，促进大中小企业
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
金链、服务链、人才链全面融通。同
时，在全国推动开展“百场万企”大中
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目前已征集
110余家大企业和1200余家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2000多项对接需求。

当前，工业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
境仍然严峻复杂，企稳回升的基础还
不牢固，帮扶中小企业纾困解难还要
加力。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
林表示，在融资方面，将以更大力度
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对
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更多符合条
件的优质中小企业上市、挂牌融资。

在降低企业负担方面，持续深入
推进整治涉企乱收费、防范和化解拖
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以更大力
度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

中小企业经营企稳
为经济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8 月 30 日，施
工人员在新建福厦
铁路厦门北站施工
现场作业（无人机
合成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
义 摄

新华社福州8月 30日电（记者
周义 林善传）8月30日上午，在新建
福厦铁路厦门北站施工现场，随着最
后一组500米长钢轨顺利铺设，我国
首条跨海高铁——新建福（州）厦
（门）铁路全线铺轨贯通。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海上水文环
境复杂，风险系数高，新建福厦铁
路全线铺轨有三处难度极大的施工
地点，分别为湄洲湾、泉州湾、安海
湾三座跨海大桥。为此，施工单位

采用国内先进的本邻两线铺轨作业
设备，左右两线长钢轨同时铺设，
比传统铺轨机组提高60%的作业效
率，日进度可铺设长轨约6公里，为
新建福厦铁路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
础。

据了解，新建福厦铁路设计时速
350公里，正线全长277.42公里，全
线共设8座车站。铁路建成通车后，
福州、厦门两地将实现“一小时生活
圈”，厦门、泉州、漳州闽南“金三角”
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我国首条跨海高铁全线铺轨贯通
新华社北京8月 30日电（记者

胡浩）记者从教育部30日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全国累
计资助学生近13亿人次，年资助人
次从2012年的近1.2亿人次，增加到
2021年的1.5亿人次，资助范围逐步
扩大、规模稳步增长，实现了资助政
策“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

“十年来，全国学生资助金额累
计超过2万亿元。”教育部财务司司
长郭鹏介绍，目前我国已形成了投入
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
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
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
为辅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涵盖
28个中央政府资助项目。

“‘奖、助、贷、免、勤、补、减’多元
政策相结合，年资助人次1.5亿，年资

助金额2600多亿元，为世界提供了
学生资助的中国方案。”郭鹏说。

据介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相关部门建立了资助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逐步提高各学段资助标
准。义务教育阶段，两次提高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
从每生每天3元提高到 5元。高中
阶段，提高普通高中、中职国家助学
金标准，从平均每生每年1500元提
高至2000元。高等教育阶段，将博
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标准提高了
3000元；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标准，从平均每生每年 3000 元到
3300元；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从
每生每年不超过6000元到本专科生
12000元、研究生16000元，并相应
提高基层就业和应征入伍服兵役贷
款代偿标准。

我国十年来累计
资助学生近13亿人次

（紧接第1版）书面传达学习了省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精神。

会议要求，要坚持良法善治，有
力提升法治保障水平。在《乐山市三
江岸线保护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后，要加强学习宣传，加快保护规
划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制定等工
作，严格落实《条例》各项规定；进一
步加大《乐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贯彻实施力度，持续高位推动全市法
院、检察院工作，不断提升依法治理
成效和司法服务水平。要聚焦拼经

济搞建设，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
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国有资
产管理水平，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抗旱防汛、民生保
障等工作上下功夫，确保市八届人大
二次会议确定的全年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要勇担当善作为，不断开创人
大工作新局面。常委会组成人员、全
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要立足本
职岗位，踔厉奋发、主动作为，推进乐
山人大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前还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审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