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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七，半捧皎月、一盏星辉，鹊桥铺就，牛郎织女相
会。

以民间故事为载体的七夕节，是中国人歌颂美好情感、
追求幸福生活、推崇责任担当的节日，始于上古，传承至今。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宋人秦观的《鹊桥
仙》，赞颂爱情与责任的高度统一 。不论是婚姻中的责任，
还是个人素养的提升，都少不了对爱的承诺，对情的坚贞。
岁月川流，人世滔滔，在一段美好的情感之中，两个人互为明
镜，互为福祉，共担悲喜，同甘共苦，便能相看不厌，相守烟火
暖意。

中国人重情，深沉隽永。牛郎织女的爱情贵在坚守，伯

牙子期的友情重在相知，廉蔺交好的坦荡成于赤诚。五千年
历史文化淬炼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依然有着永不褪色的时
代价值。从孝悌忠信的家庭美德到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到精忠报国、血荐轩辕的家
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是中国人的精神
追求，有情有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润物无声，静水流深。

有情而有家。家是人生开始的地方，国是理想信念的源
泉，家国两相依。对家人有深情，才能升华为与国家、民族、
人民休戚与共的大爱；对家庭幸福有坚定信念，才能以人民
幸福、民族富强为矢志抱负；对个人修身、齐家有目标，才能
胸怀天下，心系家国。当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便

聚合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情”

字，串联于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经血与火
的淬炼，滋养了生生不息的思想沃土，熔铸了浸入骨髓的
基因密码，浓缩为高尚不朽的民族品格。饱含家国情怀的
一代代中国人，以执着的理想信念和笃定的热血实践，接
力筑梦，与时代同行，在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中实现着生
命价值。

人间无物比情长。以他人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
家国情怀，源起于每一个人生命起始的家，升华于走向伟
大复兴的国。让我们都做有情之人，长情、浓情、至情，
为生命的底色增加一份长久的澄明、厚重的力量。而后，
点亮万物，照亮家邦。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情 长 照 家 国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新 华 时 评

伊朗原子能组织称纳坦兹
厂房火灾是蓄意破坏

新华社德黑兰8月24日电（记者 陈霖） 伊朗原子能
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 23日在接受伊朗旗帜电视台采访
时说，上个月纳坦兹核设施厂房火灾是蓄意破坏，当局将在
适当的时机公布原因。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火灾可能是网络攻击造成的。伊
朗政府称，如果情况属实，当局将展开报复。

纳坦兹核设施一厂房7月2日发生火灾，受损厂房原本
用于生产离心机，事故导致厂房内部分测量工具和精密仪
器受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7月3日宣布，专家已查
明事故发生主要原因，并将在“适当时间”公布。

纳坦兹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建于地下，占地 10万平
方米，是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控之下的几处伊朗核设施
之一。

利比亚“国民军”说民族团结
政府停火倡议属于“媒体营销”

新华社突尼斯8月24日电（记者 潘晓菁） 的黎波里
消息：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军”发言人艾哈迈德·米斯迈里
24日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此前有关停火及
举行选举的倡议属于“媒体营销”。

米斯迈里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萨拉杰签署的这项协议是为了进行媒体营销，目前
在苏尔特，正进行着一项以‘国民军’为目标的军事动员和
设备运输行动。”

米斯迈里还说，在过去的 24小时里，“国民军”发现土
耳其的船只和护卫舰向苏尔特进发。他表示，“国民军”已
准备对苏尔特和朱夫拉地区遇到的任何袭击进行反击。

萨拉杰本月21日宣布在该国境内实施全面停火，并呼
吁明年3月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主
席伊萨也于当天发表声明支持停火和举行选举。

卡扎菲政权2011年被推翻后，利比亚两大势力割据对
峙。民族团结政府和支持它的武装控制首都的黎波里等西
部地区，得到土耳其、卡塔尔等国支持；国民代表大会与“国
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
部城市，获埃及、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支持。去年 4月
以来，“国民军”对的黎波里发起军事行动，与民族团结政府
军队交战，目前交战双方正在中部城市苏尔特一带对峙。

疫情引发美国大企业破产潮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参考消息》24日刊登源自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疫情引发美国大企业破产潮》。报
道摘要如下：

美国股票市场或许正在突破各种历史新高，美国企业
面临的危难状况却从未如此糟糕。

现在，大型美企的破产申请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加，并
将超过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的水平。

新一代研究公司下属的“破产数据”网站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 8月 17日，有创纪录的 45家企业———每家资产
都超过 10亿美元———已经根据美国破产法第 11章申请
破产，这是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实现改组的一种常见途径。

2009年同一时期，也是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这类
企业有 38家。而去年同一时期，这类企业有 18家，不到如
今水平的一半。

今年，总计已有 157家负债超过 5000万美元的企业根
据第11章申请破产。很多人认为，还有很多企业将会这么
做。

以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为首，已经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企
业违约，因为低油价已经对很多企业造成严重损害。今年
迄今已有 33 家能源企业申请破产，包括切萨皮克能源公
司、惠廷石油公司和钻石近海钻探公司。去年，仅有 14家
能源企业申请破产。

资产超过 5000万美元的零售企业也已经受到严重影
响，有24家企业已经申请破产，这是2019年水平的三倍。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初步估计显示，最新破产数据出炉
之际，美国经济在二季度萎缩了 32.9%(年化后的比率)，这
是战后历史上美国最严重的经济收缩。

奥图尔当选加拿大
主要反对党保守党领袖

新华社渥太华8月24日电（记者 李保东） 加拿大主
要反对党保守党24日宣布，埃林·奥图尔当选该党新领袖。

经过三轮投票，奥图尔击败其他三位竞争者获胜。奥
图尔当选后表示，加拿大目前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挑
战，保守党将努力使加拿大成为一个更强大、更繁荣、更团
结的国家。

奥图尔现年 47岁，曾在加拿大空军服役 12年，拥有上
尉军衔。2012年，他当选加拿大众议院议员，2015年任保
守党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此后一直负责保守党外交事
务。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24日表示，鉴于目前疫情
形势，政府决定将奥克兰原定为期两周的3级防控措施延
长4天至8月30日午夜。同时，从下周一起要求居民乘坐
公共交通出行时戴口罩。公共交通的范围包括公交车、火
车、轮渡、飞机和出租车。这是新西兰政府自新冠疫情以
来首次强制要求民众在特定公共场合戴口罩。

图为8月24日，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右）在首
都惠灵顿出席关于新冠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前，使用消毒液
清洁双手。 新华社记者 郭磊 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让上亿户各类市场主体渡过
难关，尤其是让中小微企业存活下去，是稳住经济基本盘、兜
住民生底线的必要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确保
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强化对市场主
体的金融支持，发展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创新货
币政策工具。金融机构纷纷让利实体经济，帮助市场主体渡
过难关、平稳发展。金融活水正源源注入市场主体。

金融政策保障 融资实现“量增、面扩、价降”
“疫情的出现让垃圾环保处理更受重视，我们的订单增

加了。但疫情也影响了我们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回款周
期拉长了。”这“一增一减”的碰撞让垃圾处理系统研发及
装备制造企业北京三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奕毅倍
感压力。

赵奕毅求助于银行贷款。工商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了
解到企业重研发、轻资产、缴税情况良好等特点后，为企
业提供了200万元信用贷款，年利率不到4%。

采购原材料、置办零部件、参与招投标……拿到资金
后，赵奕毅把钱用在了刀刃上。“燃眉之急解了，最近我们
又签下了三笔合同。”赵奕毅说。

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授信惠及一家又一家像三态环境
一样的市场主体，其中不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6月末，有授信
的市场主体近3000万户，有贷款余额的超过2300万户，主
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量增、面扩”的同时，融资服务也在实现“价降”。
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促
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带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降低。

普惠金融、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的贷款利率
都降至近年来新低。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高飞表
示，7月份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27%，较去年
同期下降了0.91个百分点。

“我们在浙商银行的贷款利率下调了1个百分点，还退
回了超出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部分的利息费

用 2.5万元。”浙江珂力泰工贸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何俏梅说，
公司的财务费用累计减少了30余万元。

创新金融工具 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
今年以来，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加码”。人民银行先后

出台了 3000亿元的专项再贷款和 1.5万亿元的普惠性再贷
款、再贴现，还创设了新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
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精准滴灌中
小微企业。

“幸好有贷款延期这项好政策，不仅解决了资金周转问
题，还保住了公司 50位员工的饭碗。”福建省漳州市远福
包装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清雄欣喜地说。

作为一家经营包装制品加工销售的小微企业，今年上
半年受疫情影响，远福包装的订单量骤减，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 15%。随着银行贷款到期日的逼近，企业将面临停产
裁员的窘境。

就在郑清雄犯愁时，漳州农商银行主动联系并为其办
理了无还本续贷业务，将本应于今年6月到期的300万元贷
款本金延期 9个月。目前企业在岗员工保持基本稳定，经
营状况明显改善，预计全年收入可增长8%。

与此同时，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也缓解了
一批小微企业的抵押难问题。

福建泉州显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超仁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在福建省银企融资对接平台“金服云”上申请
进入当地纾困企业名单。

登记后不久，福建石狮农商银行就上门走访，运用信
贷支持政策向企业发放了 30 万元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
款，年利率仅3.35%。

放眼全国，今年6月、7月已有50.6万家企业的1.44万
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现延期，其中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延期
4126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1.6万亿元，同比多发放
5017亿元。

“这两项工具的实施效果初步显现，普惠小微贷款余额7
月末同比增长27.5%，创历史新高。”高飞说，各类市场主体的
贷款覆盖面和服务水平都大大加强。

创新特色金融产品 为市场主体“量体裁衣”
不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顿各不相同。为更

好实现保市场主体，金融机构各出妙招，创新特色金融产品，
为他们“量体裁衣”。

疫情期间，兰州一家百货购物中心停业近 3个月，不少
餐饮、服饰商户受到冲击。“年前囤的货都过季了，冬装压了
全年货款的40%，换季采购还需要钱。”购物中心里一家女装
门店负责人彭芝龙忧心忡忡。

然而，这些小商户缺乏抵押物，通过传统渠道很难拿到
银行贷款。

缺乏抵押物就增加抵押方——浙商银行酒泉分行提出，
可以通过该行“合作贷”产品，由商场作为核心企业提供抵押
担保。短短2天后，浙商银行就批量为54户小微商户办理延
期还款3个月，涉及金额超3200万元。

大数据技术也在为企业融资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光
大银行推出的“阳光 e微贷”产品突破了传统授信业务理念，
将互联网、大数据和信贷业务有效结合，通过大数据分析，让
缺少抵质押担保而难以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更易获得金融
支持。

如果既缺乏抵押，又因疫情导致过去几个月没有收入、
流水记录不佳而难以申请信用贷款怎么办？网商银行给出
的答案是——淘宝店铺和支付宝里的经营流水就是客户最
大的信用。

田良在武汉经营一家淘宝店铺，也给武汉多家宠物店直
接供应宠物商品。但疫情期间物流不通，顾客也无法上门，
田良的店就暂时关闭了。

“没想到淘宝店铺和支付宝里的经营流水记录帮我从网
商银行借到了 46万元。”靠着这笔钱，田良支付了员工的工
资，并在 3月 29日就实现了复工。如今，店铺收入已经恢复
到春节前的60%。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突如其来的疫
情又给小微企业融资带来了新的挑战。有了纾困政策支持、
金融机构让利，未来普惠金融仍需进一步大力发展，久久为
功，真正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充满获得感，才能给我国经
济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落实纾困政策 发展普惠金融
——金融支持市场主体力度不断强化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8月24日，中建二局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为周边工地
项目的七对工人夫妇拍摄婚纱照，送给他们别样的七夕节礼
物。

图为当日工人夫妇在长沙市岳麓区一处建设项目内合
影留念。 新华社发（陈振海 摄）

新华社天津8月24日电（记者 周润健） 又到了一年七
月初七，又是一年的“鹊桥会”。七夕之夜，仰望星空，寻找象
征着“忠贞不渝、情比金坚”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对于情侣们来
说，无疑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民
间所说的织女、牛郎和喜鹊指的是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鹰座的
牛郎星和天鹅座的天津四，这三颗北半球夏季夜空最亮的恒
星，组成了一个近似直角三角形，被称为“夏季大三角”。

牛郎星位于织女星的左下方，与织女星遥相呼应，这是一
颗微黄色的亮星，在它两边的两颗小星叫“扁担星”，传说中是
牛郎挑着的一对儿女。

牛郎星和织女星之间隔着的银河，在城市中一般是看不
到的。而在灯光污染较小的农村，朝着天鹅座的鹅头方向看
去，可以看见一抹淡淡的云气，那就是银河。我国古代把天鹅
的身子看成渡船，也有“鹊桥”一说，用它连接银河“两岸”。

史志成表示，七夕节前后，如果天气晴好，每天 22 时左
右，感兴趣的公众就能看到“夏季大三角”悬挂在南方天空（在
我国北部地区，织女星接近天顶）。而要想看到璀璨的银河，
只能去远离城市灯光污染的乡村。

浪漫七夕“鹊桥会”
夜寻牛郎织女星

2020南国书香节举办期间，不少广州市民走进书店，选购、阅读书籍，品味书香。本届南国书香节于8月21日开
幕，将持续至31日。

图为88月24日，读者在广州购书中心里选购书籍。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新华社长春8月24日电（记者 薛钦峰） 1800余家农
产品企业参展、观众 96万人次、现场交易额 4.55亿元……
为期10天的第十九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
会于23日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展会期间达成经贸合作项
目29项，签约金额44.63亿元。

展会期间，国内外 1万余种农产品及食品，220多家大
型农机企业的上千种农机产品、近千种农村新型能源环保
设备、260余个优良畜禽品种、国内外3500多个农作物品种
等进行了集中展示。

本届展会建立了线下参展 10天、线上展示交易 365天

的“10+365”一站式网上交易服务平台，探索双线深度融合
营销模式。截至目前，在线签约金额382万元，第三方平台
交易总额 930万元。同时，展会还组织了农民“网红”带货
大赛、“吉林巧姐”手工艺大赛等多项文化赛事活动，农安农
民节、首届公主岭鲜食玉米节等分会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据了解，由农业农村部、吉林省人民政府、长春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已
经连续举办十九届。经过近20年发展，长春农博会已成为
展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广大农村、
农业产业进行市场推介的重要渠道。

第十九届长春农博会签约金额达44.6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