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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胡翀 通讯员陈谊、邹菲
菲报道 7月15日18时15分许，
浦江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辅警、中
共党员石丁丁在值班备勤期间突
发脑溢血，历经30多个小时的生
死抢救，还是离我们而去，生命指
针永远定格在35岁。

年迈的父母含泪送别儿子，并
决定无偿捐赠儿子的器官，让他的
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7月17
日上午，在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见证下，石丁丁的父
母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郑重
地签下名字、按上指印。石丁丁所
捐献的器官，可以挽救4名患者的
生命，让2名患者重见光明……

7月 14日，是石丁丁生前最
后一天协助民警处警。午夜 12
时，一次吵架警情；次日凌晨1时，
一次家庭纠纷警情；凌晨2时，一
次打架警情。7月15日8时，石丁
丁夜班结束，回单位值班备勤。其
间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头
有点痛。当天18时15分许，石丁
丁突发脑溢血昏倒，被同事发现紧

急送医……
作为石丁丁的徒弟，黄军斌直

到现在都不敢相信，那个宽容温厚
的师傅就这么离开了。这几天，他
的脑海里始终徘徊着师傅在雨夜给
自己买药的画面。“那天跟师傅一起
巡逻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他就冒
着大雨一家一家找药店给我买药。”
说着说着黄军斌就抽泣起来，“大半
夜的哪有药店开门，不知道他找了
多少家，最后买到了感冒灵，还找了
夜宵店用热水泡好送给我喝。”他眼
泪再也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工作上，石丁丁认真细致业
务能力强，与同事之间相处和睦感
情深厚，大家心里都知道，他舍不
得离开，这两天已经有好几拨战友
来到石丁丁的房间，每个人总是盯
着床铺上石丁丁的作训帽发一阵
呆。“兄弟一路走好，社会平安我们
会替你一直守护下去！”共事7年
的战友吴黎军红了眼眶，也道出了
大家的心里话。

“2013年他刚来大队那会，我
们接到一起警情，浦阳江有一女子
跳江轻生，我到现场时他已经赶
到，那时候浦江‘五水共治’还没开
始，面对泛臭的江水，他没有一点
犹豫就跳下去了……”队友黄海川

回忆说。
危难关头，石丁丁总是一往无

前。去年 3月 23日当地东溪涨
水，一个男孩被困于溪水中间的石
头上，石丁丁和战友发现下游距石
块六七米的位置，有处水势稍平缓
的地点，石丁丁踩着湿滑的石块小

心翼翼地前行准备救人，然而急速
的水流却几次将他冲回，几番尝试
他终于背上全身湿透的小男孩，稳
稳地将他救上了岸，这次成功的营
救还上了央视新闻。同样是这一
年，11月22日凌晨1时许，正在值
班的石丁丁接到指令称，一名男子

和女友被困金狮湖彩虹桥下。到
达现场后，石丁丁毫不犹豫地从5
米多高的彩虹桥径直跳入了水温
只有4摄氏度的湖里，艰难地将女
子套入了救生圈，与队友们一起将
女子从水中救出。

“每次，这位年轻老大哥，总是
冲在前面。”“他总是担心我们，一
点都不担心自己，他又不是‘铁
人’！”追忆起曾经并肩作战的战
友，共事7年的战友吴黎军“责怪”
中满是敬佩。

作为巡特警大队的一员，石丁
丁的主要工作是在街头巡逻，这是
一项很枯燥的重复劳动，但他非常
用心地做了7年。不仅如此，在这
7年中，他始终坚持在巡逻时多看
一眼、多走一步、多问一句，凭借着
这“三多”，他所负责的巡区警情数
逐年下降，治安环境不断改善。今
年2月，因巡逻防控成绩突出，石
丁丁被省公安厅巡特警总队评为
2月份辅警之星。

白发人送黑发人，面对至亲的
离世，朴实而善良的两位农村老人
悲恸之下，做出令人意外而又大爱
之举：“如果可以捐献器官，我们想
替丁丁再做一件好事，因为他生前
就喜欢帮助别人。”

本报讯 通讯员陈文青报道
“救命啊，救命！”昨日上午8时
50分左右，义乌市消防救援支
队抗洪抢险分队在位于江西省
九江市永修县三角乡巡逻时，
发现一女子被困在二楼阳台，
向消防员求救。楼下便是滚滚
的洪水，房子在洪水中随时都
有倒塌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

收到求救信号后，消防指
战员赶紧下水救人。在女子所
处的房间内，消防员发现了另
一名男子坐在床上，边上放着
拐杖。经询问了解到，男子行
动不便。“房子的地基在洪水中
泡久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
险！我们一路走来已经看到很
多倒塌的房子了。必须把他们
安全带出去。”带队的义乌市消
防救援支队北苑特勤站副站长
金建豪说。

随后，消防指战员协助收

拾好药和随身用品，将两人从
房内背到救生艇上。9时左右，
载着脱困人员的救生艇安全抵
达岸边。北苑特勤站消防员何
加金和任长乐将他们抱到安置
点休息，送上水和面包并联系
他们的家人。

“感谢消防员。”在安置点，
他们连连向消防员道谢。

据悉，他们两人是夫妻，男
子67岁，女子66岁，是江西省
九江市永修县三角乡周坊村
人。洪水来之前，老两口被安
置到了女儿家中躲避。后来，
他们在女儿家中住不习惯，就
偷偷地返回自己家中。消防员
发现时，他们已经被困在家中4
天了，靠着存粮维持着。眼看
着家里的存粮就快用完，男子
腿脚不方便行走，两人被洪水
死死困住，无法逃脱，万分焦
急，幸得消防员救出。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史济锡（右二），省总工会党组
书记、副主席张才方（右一）在吉利控股集团调研。 记者羊荣江 摄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报道 7
月18日，由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
记者协会、中共江山市委宣传
部、江山市体育局承办，体坛报
社执行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
活·江山‘红绿青’主题体验采
风”迎来了“互动”环节——来
自全省各地的百余名记者来到
浮盖山景区，体验了一场激情
漂流。

与廿八都古镇相距3公里，
就是本次比赛的赛道——浮盖
山峡谷。这条漂流道全长4公
里，落差大、弯道多，拥有独一
无二的方位优势：一漂漂三
省。由浙江开漂，登岸处正是
浙、闽、赣3省交界地。“一场漂
流赛，‘游玩’三个省！”如此独
特的赛场让见多识广的记者们
赞叹不已，跃跃欲试。

不少记者漂流初体验，秀
丽的山水风光与动感的体育比
赛合二为一，激发了记者们享
受运动的热情，现场加油声、呐
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下次要带
家人来这里玩！”比赛刚完，不

少选手已经预约“二刷”。赛
后，一张张精彩有趣的漂流照
片出现在了记者们的朋友圈
里。

除了比赛的收获，记者们
真切感受到江山“体育+旅游”
的独特魅力。目前，江山已创
建包括漂流、登山、徒步等在内
的省级运动休闲旅游项目、精
品线路和基地，未来还将建设
一批生态绿道，形成一轴两圈
贯穿江山的绿道带，并借此举
办仙霞古道探秘、自行车骑游、
体育庙会、漂流等丰富多彩的
休闲运动，每年有数十万人来
江山参与各类活动。“‘体育+旅
游’是江山发展的‘金名片’，我
们将继续使用好、宣传好这张

‘金名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进一步提高江山知名度。”江山
市体育局局长吴正荣如是说。

本报讯 记者阮向民报道 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史济锡7月17日下午赴吉利控股
集团调研。史济锡强调，工会工作
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
服务中心大局，坚持以人为本理
念，坚持与经济发展、企业成长、职
工成才同行。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
才方参加调研。

调研中，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集团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陈文明介绍了集团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推进复工复产和集团工会深
入开展“双爱”活动，扎实开展新时
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相关
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吉利
控股集团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斥资2亿元设立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专项基金，用于支援湖北等疫情
严重地区的防控工作；集团工会组
织员工捐款840万元，支援疫情一
线防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集团
坚定化危为机的发展理念，提出了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经营体制变
革战、高绩效管理攻坚战的“三战”
发展目标，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集
团深入实施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制订改革实施办法，全

面提升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
业技能水平，集团工会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10多年来持续开展“双
爱”活动，将每年6月作为“员工关
爱月”，每年6月26日作为“员工

关爱日”。尤其是去年，为进一步
加强员工大病救助保障，公司出资
1亿元，为员工及其直系家属购买
大病医疗保险，有力保障了员工的
健康权益。

史济锡对吉利控股集团致力
于“三战”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作用，推动企业发展、员工成
长、社会和谐的实践表示肯定。史
济锡说，当前全省上下对标对表习
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新目标新
定位，努力建设“重要窗口”。“吉
利”是浙江民营企业具有标志性的
代表，这些年来，集团坚持以人为
本，勇担社会责任，以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企业的追
求。同时，始终遵循市场法则，始
终坚持走创新引领发展之路，始终
致力于实业报国、兴国、强国。集
团工会牢固树立企业与职工命运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意识，工会工作紧扣企业发展、紧
扣职工成长、紧扣社会和谐，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史济锡指出，要始终坚持工会
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不断强

“三性”中更加突出思想引领、政治
引领，将工会工作更自觉地按照浙
江“三个地”要求和总书记赋予浙
江“重要窗口”建设的新目标新定
位来思考好、谋划好、布局好、推进
好。

史济锡强调，要更好地把工会
工作与服务大局、推进企业发展有

机结合，工会工作要树立“全产业
链”的观念，聚焦在设计环节、生产
环节、销售环节、保障环节等各个
方面不断开展有计划性、有针对
性、有实效性的工作，通过技能培
训、技术比武等途径提升员工素
质、本领，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
长、共同发展。

史济锡指出，要更好地坚持以
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履行竭诚服务
企业职工的职责，关心关爱职工生
活，切实维护职工权益，更好地致
力推动企业与职工的良性互动，推
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形成“员工
爱家，企业爱家里人”的氛围，真正
做到职工始终自觉地把企业发展
的责任扛在肩上，企业时刻把员工
的冷暖安康惦在心上。

史济锡希望企业不断加强工
会组织建设，以组织力的提升，提
高覆盖面，增强凝聚力、战斗力，更
好地体现和实现工会组织的作用
发挥、责任担当，使工会工作能够
更好地得到企业的认同和员工的
欢迎，使工会工作真正实现与国家
的发展同行，与企业的成长同行，
与职工的成才同行。

省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调研。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记
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面对突发疫情，在省委省政府
坚强领导和全省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纾困专班有力推动下，我省个
体工商户实现平稳有序发展。特
别是二季度以来，个体户创业活
力、生存状态及发展信心恢复明
显，V型反弹趋势基本稳固，主要
指标均企稳回升。在整体经济逐
步恢复等带动作用下，预计三季度
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
全省在册各类市场主体773.44万
户，在册个体户498.15万户，同比

增长12.56%，占比达64.39%。

新设数量企稳回升，创业活力
明显恢复

据统计，上半年新设个体户
63.46万户，同比增长24.79%，同
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71%。其
中，二季度新设个体户同比增长
85.70%，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29
个百分点，4、5、6月同比增速分别
为-8.67%、130.00%、156.79%。
从数据上来看，4月以来，新设个
体户同比增速大幅回升、由负转
正，个体户生存发展环境逐渐好
转、创业活力逐渐恢复，反弹态势

已基本稳固。预计7月开始增速
会有所回落，但仍将保持较为稳定
的增长。

注销数量表现平稳，发展信心
得到有力支撑

上半年注销个体户27.98万
户，同比减少12.89%，同期注销
企业同比增长50.92%。其中，二
季 度 注 销 个 体 户 同 比 下 降
12.28%，增速比一季度回升2个
百分点，4、5、6月同比增速分别
为-4.03%、6.97%、-24.1%。上
半年办理注销的个体户数量同比
有所下降，不少个体户对未来预

期有所好转。

我省个体户复工复产整体进
展好于全国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月
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个体户复
工复产情况调查看，我省复工复产
整体情况好于全国，在纳税、雇工、
水电气使用、融资、发展预期等各
个细分领域均表现更好。

从复工复产整体情况来看，我
省受访者复工率达86.6%，与全国
基本持平，营业收入已完全恢复达
19.4%、恢复 80%以上达19.3%、
恢复50%~80%达33.8%，高于全

国。
从缴纳税费情况来看，我省受

访者反映无政府性收费的达
62.86%，低于全国的73.4%，需缴
纳税费的受访者中约三分之一享
受到了税费减免政策，与全国持
平。

另外，统计数据显示，温州、金
华个体户总量最大，分别为79.76
万户、79.60万户，占全省总量的
32%。湖州、绍兴、台州新设同比
增 长 明 显 ，分 别 为 185.17% 、
158.66%、122.25%。湖州、嘉兴
注 销 同 比 增 长 明 显 ，分 别 为
28.88%、19.31%。

史济锡在吉利控股集团调研时强调

工会工作要坚持与经济发展
企业成长职工成才同行

浦江35岁辅警殉职，父母决定捐献他的器官

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石丁丁（右）生前接受群众送来的锦旗。

两人被洪水围困
房子随时可能倒塌

赴赣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
抗洪抢险分队救出一对老夫妻

一场赛事“游”遍浙闽赣
“老记漂流赛”很过瘾

比赛现场。 通讯员姜天华 摄

上半年新设个体户63.46万户，同比增长24.79%

我省个体工商户
在册户数实现半年红

消防员洪水中救出行动不便的老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