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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陵水英州福来日杂商店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绿家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青松村

脱贫攻坚中队遗失公章，声明作

废。

典 当

遗 失

出 售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国贸3房高回报低首付66661188

国兴大道独栋楼急售18708991932

国贸两栋独立别墅 879m2，土地
905m2，13800元/m2,18084671201

仲秋时节，辽宁丹东。英华山静
默无言，鸭绿江浩荡奔流。

黑色大理石墙体上镌刻着毛泽东
主席手书的8个鎏金大字：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沿山脚拾级而上，穿过象征中
国人民志愿军凯旋的汉白玉牌楼，高53
米、寓意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实现的
抗美援朝纪念塔直插云霄……

9月19日，抗美援朝纪念馆经过
整修后重新开放。社会各界人士来到
这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
朝运动历史的专题纪念馆，追思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走进这里，宛若走进一条时光隧
道，带领人们拨开撼人心魄的历史烽
烟，重回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感受
70年前那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使命在召唤
当年，我们从这里跨过鸭绿江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纪念馆内，灯光柔和，战歌铿锵。

两个黑色钢炉，相对着倒出红色铁
水。墙壁上，图像表明1950年中美两
国实力对比：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中
国60.60万吨；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48
亿美元，中国只有574亿元人民币……

无论从哪个方面比，百废待兴的
新中国也只是美国一个零头，当年，我
们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
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
以美国为首的由16个国家组成的“联
合国军”全面投入战争，美第7舰队侵入
中国台湾海峡，不顾中国多次警告，越
过三八线，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
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悲伤的民众、毁弃的房屋、弥漫的
硝烟、冰冷的数字……记录着、控诉着
美军的暴行：

——1950 年 8 月 27 日 10 时 5
分，4架美国军机侵入辽东省临江县
（今吉林省临江市），对县城及附近车
站侵犯扫射，击毁机车；

——同日16时40分，2架美国军
机侵入安东机场，通过机枪扫射，打死
3名工人，打伤19人；

——8月29日17时45分，4架美
国军机侵入安东市（今丹东市）境内，
盘旋侦察后向民船射击，打死渔夫4
人，打伤7人……

“这是美军轰炸机轰炸丹东市的景
象，”讲解员高真真指着一组黑白照片
说，“我爷爷当时18岁，在丹东市三马路
的商铺做学徒，他侥幸躲过飞机轰炸。
他回忆说，当时地下被炸出一个很深的
大坑，鲜血把坑里的积水都染红了。”

面对美国侵略，应朝鲜劳动党和
政府的请求，为维护正义，保卫中国领
土安全，捍卫和平，中共中央在极端困
难的情况下，被迫做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司令
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开赴朝鲜战场。

——过江，为了保家卫国。“当天
晚上，大部队踏上鸭绿江大桥，不少人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问我的战友王
哲厚，你老回头看啥？”95岁的志愿军
老战士王凤和回忆说。

“王哲厚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还
没看够啊。”王凤和宽慰他，“就是为保
家卫国，咱才出国作战，等仗打赢了，回
来坐着火车看，坐着飞机看，看个够！”

——过江，为了反抗侵略。雄壮
的歌声回荡耳边，89岁的志愿军40
军 118师 354团战士程龙江目光炯
炯，仿佛又回到那金戈铁马的年代：

“救朝鲜就是救中国！新中国刚成立，
谁来侵略都不成！”

——过江，为了维护和平。“805
步，鸭绿江桥十几分钟就过去了。”90
岁的志愿军老战士程茂友对当年过江
的情景记忆犹新。入朝当天，他在随
身日记本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亲爱的
祖国，为了你的安全和朝鲜人民不受
灾难，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我们暂时
和你告别了。亲爱的祖国，再会吧！”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70年过去了，鸭绿江依然烟波浩

渺，丹东三马路如今已是繁华的商业
区；王哲厚最终没有回来，第二次战役
中，他牺牲在朝鲜战场；被美军炸断的
鸭绿江大桥仍留在江心，无言地诉说
着那段历史。

血染金达莱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纪念馆内，一处落地玻璃橱窗里
展出的中美两军装备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墙上一边挂着美军现代化的武器、
制作精良的皮靴、大衣、手表、指南针等
用品，另一边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万
国造”的枪支、单薄的军装、黄胶鞋……

墙上一张“志愿军一个军（员额约
5万人）与美军一个师（员额约1.7万
—2.5万人）重型装备对比”图则更为
直观地显示了双方装备的差距：

美军各种坦克149辆，装甲车35
辆，榴弹炮72门，高射炮64门，联络
飞机22架；

我军这些装备后面标注的数字均
是：0。

无论从哪个方面比，交战双方武
器装备水平相差都如此悬殊，我们为
什么能打赢这场仗？

答案，在被鲜血染红的金达莱花
里，在从战场凯旋的老兵记忆里，在共
和国历经70余载风雨而愈发灿烂辉
煌的史册里。

——和平之师必胜。山风呼啸，
雪花飞舞。山坡上，志愿军战士们架
着步枪，匍匐在雪地里，保持着战斗姿
态，身上落满积雪。纪念馆里，还原了
长津湖战役的场景。

“气温大约有零下40摄氏度，很
多战士为避免被敌人发现，趴在雪地
里被冻死。”亲历了这场战役的91岁志

愿军老战士常宗信眼含热泪回忆说。
长津湖战役扭转了东线战局，保

障了西线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侧后安
全。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功显赫
的美军“北极熊团”全军覆灭，团长被
击毙，团旗被缴获。

“咱们装备是没敌人好，但当时大
家都有一个信念：守住阵地才能保卫
祖国，把敌人打跑了，咱们才能有太平
日子过！”70年后的今天，常宗信语气
坚定地说道。

——正义之师必胜。“英勇前进，将
红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一面褪色的
军旗（复制品）摆放在展柜里。1952年
11月，志愿军战士将这面旗插上了上甘
岭主峰。志愿军与强敌浴血奋战43个
昼夜，这面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旗上，
留下了381个弹孔，始终屹立不倒。

“这是上甘岭上被炮弹炸得粉碎
的岩石和弹片，战役中，敌人向这块不
足4平方公里的高地发射炮弹190多
万发，炸弹5000余枚，把山头削低了
2米，翻起了1米多厚的碎石。”纪念馆
文物保管科科长齐红说。

“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
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前，
邱少云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

把邱少云遗体抬下战场的志愿军
老战士韩远泉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老泪
纵横：“邱少云遗体下面，是四条长、宽
约15厘米，深约3厘米的土槽。这四条
土槽是邱少云在全身着火后，在冻土上
手抓脚蹬所留下的。他的鞋子被烧
没了，衣服和身体被烧得糊在一起。”

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壮烈
牺牲的英雄们和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
一同，被人们永远铭记。烈士们的鲜
血，也向我们讲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
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源泉及其
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伟大的抗美
援朝斗争的正义性。

——人民之师必胜。“抗美援朝运
动馆”中，一张“香玉剧社”号米格—
15飞机的展板格外引人注目。战争
打响后，28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决定
义演筹钱捐赠一架战斗机。半年时间
里，她带领香玉剧社走过大半个中
国，靠义演捐款兑现诺言。

参军、参战、支前、捐款捐物、为志
愿军炒面、给将士们写信、慰问演出
……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
动有力支援了一线作战，也促进了国
内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炮火把天空映成了红色，一群志
愿军战士顶着枪林弹雨，抢修铁路，抢

运物资……纪念馆内一组雕塑再现了
当年活跃在朝鲜战场上的“打不烂、炸
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场景。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897部队火车
副司机关云庆常年奋战在运送军火和
物资的运输线上，对此感触颇深：“白
天进山洞躲避，晚上罩上防空帘运输，
我们运送的不仅是军需物资，更是战
争胜利的希望。”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两水洞、清川
江、长津湖、上甘岭……一场场惊心动魄
的战斗，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把对党
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和亲人
的深深眷恋，刻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
上，深刻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一个
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
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回望与远眺
耄耋老兵的百年家国梦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
定》在板门店签订。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
人民志愿军先后入朝参战的部队共计
290万余人次，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
浴血奋战，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志
愿军自身伤亡36万余人……”

纪念馆尾厅的墙壁上，这组数据
记录了历史。当年，这场战争给后人
留下了什么？

——这场战争，为我们留下了和
平的发展环境。战争结束后，彭德怀
感慨地说：“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
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张恺新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
来。这场战争，保卫了新中国和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重新树
立起中国的大国尊严，也为世界和平
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这场战争，为我们留下了一
支能打硬仗的“钢铁长城”。“我成了历
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
签字的美国司令官……”“联合国军”
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在自
己的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抗美援朝军史专家、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齐德学说：“这场战争打出了新
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
以弱胜强的范例，也锤炼锻造出一支经
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有了这
支能打硬仗、敢于胜利的钢铁长城，中
国便不会惧怕任何人任何势力的挑衅！”

——这场战争，为我们留下了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纪念馆墙上，红色
大字书写的抗美援朝精神格外醒目：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
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
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
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
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
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
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自1993年新馆开馆以来，前来
参观学习的各界群众超过1200余万
人次，很多人被志愿军的精神所感
动。抗美援朝精神感召和鼓舞着我
们，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抗美
援朝纪念馆馆长刘静媛说。

铁马秋风远去，壮士雄心未已。
1950年至1953年，英勇的志愿

军战士过江杀敌，今天，他们抛头颅、
洒热血为之奋战的祖国，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他们御敌
寇、抗外辱为之捍卫的祖国，将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抚今追昔，老战士们心潮澎湃。
——抗美援朝精神，激励着我们

为建设强大国防不懈奋斗。“只有祖国强
大了，别人才不敢随便欺负咱。我希望，
未来咱们的国防更强大，军队更强大，
保卫好国家和人民。”生于1931年的志
愿军老战士王竭说出对未来的期待。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享和平是
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
今天，人民军队正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抗美援朝精神，激励着我们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
斗。曾两度参加国庆观礼的志愿军老
战士常宗信感慨地说：“马上就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了，我为国家繁荣昌盛
感到骄傲，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目标也要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可
能看不到了，希望年轻人拿好接力棒，
把中国建设得更富强。”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有
过撼天动地的壮举，有着排除万难的
精神，中国，正步履铿锵地走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抗美援朝精神，激励着我们
珍爱和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
懈奋斗。所在连队原有约200人、活
下来的只剩18人，志愿军老战士赵继
胜更知道和平的宝贵：“中国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珍惜和保护
好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我希望未来
的世界，不再有战争。”

鉴往知来。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
和发展权利不容侵犯，中国人民同其
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不容破坏，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容破坏！
只有各国人民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才能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虎山长城巍峨伫立，锦绣江天秀
丽如昔。70年弹指一挥间，任岁月流
转，记忆铭心刻骨，追思从未远离，那
些为了祖国、正义与和平捐躯赴国难
的英雄们，始终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
齐心团结紧，筑起新长城，守卫好壮丽
河山，建设好幸福家园！

（新华社沈阳10月4日电）

祖国·正义·和平
——抗美援朝纪念馆巡礼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
务是金融的天职。“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业
保持稳健发展，抵御风险能力增强；金融改革
有序推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
资金结构流向更趋合理，成为提升我国经济
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负责

人许先中没想到，在一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信贷投放座谈会上，企业现场获得了农行
5000万元贷款授信。

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金融机构加大对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
持力度，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

“两新一重”项目建设。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银行

业各项贷款增加15.2万亿元，同比多增3万亿
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
创新等领域。其中，制造业贷款增加1.8万亿
元，增量较过去4年总和还多1092亿元。

保险业充分发挥其固有的风险管理、资

金配置等优势，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截至2019年年末，保险业支持长江经济

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资金规模分别超过6000
亿元和2500亿元。截至今年8月底，保险资产
管理机构累计发起设立各类债权、股权投资计
划1530只，合计备案（注册）规模33842.36亿
元，保险资金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时
期，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质效进一步提升。

金融创新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人才也能成为贷款依据，仅2个工作日我

们就收到了1000万元的人才贷。”济南磐升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抵押物少，无
法满足传统贷款产品要求，银行了解到我们的
需求后，第一时间为我们制定了专属融资方案。

济南农商银行推出的“人才贷”，是专门
针对研发型、高科技企业设计的无抵押、无担
保的纯信用贷款，解决了缺少有效抵押物的
企业扩大经营的资金难题。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
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8万亿元，是

2017年末的1.26倍；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62
万户，是2018年末的1.43倍。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
示，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
要驱动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力足，对金融的需
求日益增加。要推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平
衡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前8个月，银行保险机
构新增债券投资约7万亿元，有力保障国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以及企业债券融资。

坚守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
业定位的新三板，改革创新稳步推进，直接融
资功能不断提升。全国股转公司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新三板市场融资106.29亿元，环
比上升17.43%。截至7月20日，新三板合格
投资者数量已超过151万户。

金融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旨在有效防
范金融风险，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这是近年来我国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完
善金融调控、防控金融风险的一个缩影。“十
三五”即将收官，金融领域重大风险得到有效

防控：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影
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高风险金融
机构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必须以自身的稳健
运行为前提。当前，我国金融业运行平稳有
序，风险整体可控，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前8个月，银行业加
大拨备计提力度，新提取拨备1.4万亿元，同
比多提取2615亿元，目前拨备余额达6.5万
亿元，拨备覆盖率176.5%，具备较强的信用
风险抵御能力。

截至二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为242.6%，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为230.4%，均保持在合理区间较高位运行。

专家表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
环境。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在推动经
济茁壮成长的同时，也会促进金融回归本源，
有效防控风险，确保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新起
点上，金融各行各业将持续向实体经济提质
增效发力、聚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
量和效率，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金融“活水”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塔和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智慧餐饮“黑科技”
引领节约用餐新风尚

食堂用餐无需餐卡，人脸自动识别；吃多少取
多少，系统自动精准计量扣费；大数据营养分析，手
机App可实时查看；“盘盘光”使得餐余垃圾减少
90%，食堂食材采购成本降低30%……在山东济南，
舌尖上的“黑科技”，正引领着节约用餐的新风尚。

走进济南市税务局职工餐厅，记者看到了一
个没有服务员的“别样”自助餐厅：当用餐者拿餐
盘时，人脸识别设备自动识别用餐者信息，并与餐
盘进行绑定。只要将餐盘放置在对应取餐位，面
前的屏幕就会显示用餐者姓名、菜品价格等信息，
每取一定量的菜，系统都会精准计算取餐重量及
价格。每移动一次餐盘，系统就自动完成一笔结
算，从用餐者账户扣除相应餐费。

智慧餐饮系统提供商、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潘迪介绍，系统采用了人脸识
别、大数据营养分析等一系列信息技术，食物重
量计量可精确到3克，能有效减少食物浪费。

“过去餐厅平均每天都要产生两大桶餐余垃
圾，现在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厨师不用炒那么
多菜，每月还能节省约2000元的煤气费。”同样应
用了神思公司智慧餐饮系统的中信银行济南分行
物业公司总经理陈淑芹说。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餐厅平常有500人用餐，过
去需要6名打饭人员，平均每天食材采购成本是
5000元。陈淑芹说，使用智慧餐饮系统后，餐厅不
仅一年能省下30万元的人工成本，还能通过系统获
取营业数据、菜品销售排行、顾客新增数据等信
息，做到按需购材，最大限度减少加工环节中的食材
浪费，现在每天食材采购成本较以往降低了30%。

（据新华社济南10月4日电）

白宫医生说

特朗普新冠症状有所缓解
新华社华盛顿10月3日电 美国白宫医生肖

恩·康利3日说，正在接受新冠治疗的总统特朗普
目前症状有所缓解。

康利在特朗普就医的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
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特朗
普3日早晨“状态非常好”，1日曾出现轻微咳嗽、
鼻塞并感到疲劳，所有这些症状均有所缓解和改
善。他说，感染新冠病毒一周，特别是7天到10
天是确定病程的关键期。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另一
名医生肖恩·杜利说，3日早晨特朗普的心率、肾
功能和肝功能等指标正常，无需吸氧，呼吸和行走
没有困难。医疗团队正密切跟踪新冠病毒或相关
疗法可能给特朗普造成的并发症。

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新闻发布会结束不
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媒体表示，特朗普
过去24小时的状态令人担忧，未来48小时是治
疗的关键期。

特朗普2日凌晨证实他与夫人梅拉尼娅感染
新冠病毒，当天傍晚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
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康利表示，自确诊以来，特朗
普已接受“多克隆抗体鸡尾酒疗法”以及抗病毒药
物瑞德西韦治疗。

吉林扶余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已造成18人死亡

新华社长春10月4日电 据吉林省扶余市公
安局当日15时提供的最新数据，4日5时40分
许，吉林省扶余市（隶属于松原市，县级）514省道
39公里处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此次事
故已造成18人死亡、1人受伤。

经调查，当日5时40分许，扶余市514省道39
公里处一辆小型普通货车由西向东行驶，撞至前方
同向行驶农用四轮拖拉机尾部，又行驶对向车道，与
对面行驶的另一辆小型普通货车相撞。此次事故目
前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事故现场死亡8人，10人
送至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1名受伤人员正
在医院接受治疗，暂无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当地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迅速
展开处置救援工作。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