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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者魏玉
坤、申铖）记者 14 日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了解到，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全
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
额 度 由 不 超 过 8000 元 提 高 至 不 超 过
12000 元 ； 全 日 制 研 究 生 则 由 不 超 过
12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 16000 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综合
考虑学生贷款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
素，为了进一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

将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 4000 元。助
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
出部分可用于日常生活费。
已经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
能否享受到新政策？教育部财务司司长
郭鹏表示，对已经提交贷款申请或者签
订借款合同的学生，如果确有需要，可
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增加贷款金额。
“财政部、教育部做了反复测算，
结果显示，学生的还款压力变化不大，

不会因为贷款额度的增加而导致贷款不
良率大幅度上升。”财政部科教和文化
司司长黄家玉说。
针对一些学生无力偿还贷款的情
况，郭鹏表示，对于因病丧失劳动能
力、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家庭成员
患有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别低的毕
业借款学生，如确实无法按期偿还贷
款，可向经办机构提出救助申请并提供
相关书面证明，经办机构核实后，可启

福建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累计 120 例

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据 新 华 社 福 州 9 月 14 日 电 14 日 下
午，福建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情况。
9月10日至9月14日8时，福建省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20例（莆田市75
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19例（均在莆田市）。目前，确
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院
收治，
无重症患者。
记者从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厦门已决定启动
全市全员核酸检测，14日部分地区已经
开始。
9月13日晚，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指挥部对外发布通报称，厦门全市
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
严格落实
“测
温亮码”
措施，
减少人员流动。封控区实行
“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管控区
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防范区实行
“强化社会面管控，
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
据介绍，基于厦门市同安区出现工厂
的聚集性疫情，厦门市已将同安区新民镇
湖里工业园以东、同明路以西、集安路以
南、集贤路以北的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
并对病例居住地、工作地及相关活动场所
进行了封控。

9 月 14 日，在厦门思明区，医务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新华社发
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杨闽红说，莆
田、泉州、厦门三地全力追踪本次疫情密
切接触者、次密接者，均已落实集中隔离
措施。根据流调结果，截至9月13日24
时，三地共划定4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
险地区。交通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中
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原则上非必要不出行。
据了解，从9月10日至13日，福建省
从省内各地抽调疾控专家、流调人员、核
酸检测应急采样队、医疗队等2570多人，
以及移动核酸检测车、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应急车、移动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驰援
莆田。

动救助机制为其代偿应还本息，免除这
部分学生的后顾之忧。
欧文汉介绍，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帮
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
一项重要资助政策，是我国普通高校学
生获得资助的重要渠道。该政策自 1999
年开始实施，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
学贷款 3000 多亿元，共资助 1500 多万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支持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员核酸检测
新版实施指南出台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沐铁城、邱冰清）为有效应对新冠病
毒德尔塔变异株可能引起的疫情，进
一步提升全员核酸检测组织实施能
力，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
印发《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
织实施指南（第二版）》。
指南提出，要根据疫情传播趋
势，以风险为导向，精准划定核酸检
测范围，确定核酸检测策略。疫情前
期，在风险来源不明的情况下应至少
开展3轮全员核酸检测；之后根据流
调溯源情况、社区封控范围、核酸检
测结果等综合研判，确定后续的检测
范围和频次。原则上，隔离点和近3
轮核酸检测出现过病例的街道或社
区每日一检，14天内出现过病例但
近3轮核酸检测没有出现病例的街
道或社区隔日一检，14天内未出现
病例的地区可每5天一检。
对于隔离点及其他重点人群，指
南要求应单采单检，封闭小区（封闭
到户）1户1管，其他地区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5混1或10混1开展检测。
同时，严格落实“1米线”间
隔要求，保证居民排队时间不超过
30分钟，严防人员聚集，避免交叉
感染。

以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回答好世纪之问
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
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
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
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
界各国人民
9 月 10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应约同
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
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
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习近平主席在
通话中就如何发展中美关系、如何推进
中美协调合作等重大问题阐明原则立
场、指明正确方向，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
国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正确
轨道的高度负责任态度。
这是中美元首继除夕通话以来再次
进行直接沟通。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否处理好
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
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历史和现实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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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表明，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
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
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
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两国元首同
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
并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
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这
也是国际社会所乐见的。国际舆论普遍
认为：
“双方元首直接沟通对于管控双边
关系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矛盾
多发，甚至连此前双方有过成功合作先
例的领域，也不断为分歧乃至摩擦所干
扰。这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的对华认知
出了问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
朝敌手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错误思维的影响
下，美国不断挑战中国重大利益，加大对
中国遏制打压，将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

都视为对抗擂台，满世界围堵抹黑中国，
给全球和平稳定凭空制造了严重风险。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
共同利益，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忧虑。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全
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且日益紧迫。面对全
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解决，必
须开展全球行动、合作应对。应当看到，
中美能否开展有效合作，关乎国际社会
能否携手走出这段动荡变革期。但双方
合作能否正常开展、能否取得实效，不可
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不能一
方面处心积虑遏制打压中国，损害中方
正当权益，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无条件支
持配合美方诉求。国际交往中从来不存
在这种逻辑。中美过往交往的历史早已
充分说明，双方只有切实尊重彼此核心
关切、妥善管控分歧，才能为在有共同利
益的问题上开展协调合作找到坚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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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现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
济复苏以及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美保持接触对
话，加强协调合作。在近来与中方的接
触中，美方多次表示，愿同中方开展更多
对话合作。既然美方对中美合作的现实
重要性有一定认识，就应尽快在行动中
做出改变，为双方合作提供条件。
回顾历史，中美自 1971 年双边关系
“破冰”以来，携手合作，给各国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当前，中美应该展现大格
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
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
推动中美关系尽
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解铃还须系
铃人。美方应主动纠正错误对华政策，
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
（原载《人民日
报》2021 年 09 月 12 日第 03 版 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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