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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逾两成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前7月我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
7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态势平稳，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1441亿元，同比增
长21.4%，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14.8%。就利润水平来看，前7月，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5838亿元，同比增长12.3%。

软件产品收入增速保持平稳。前 7月，软件产品实现收入 13402亿元，同比增长
17.5%。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政策利好持续释放，推动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完成1273
亿元，同比增长17.0%。

“出油啦！成功啦！”1959年9月26
日，位于松嫩平原上的松基3井，喷射出
一股黑色油流，在场的人兴奋呐喊。我
国勘探发现了大庆油田，一场波澜壮阔
的石油大会战由此打响。“早日把中国
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宁
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正是这场 4万多人参与的石油大会战，
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
要内涵的大庆精神。

2019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
信祝贺大庆油田发现 60周年强调，“大
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
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
大庆油田全体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
断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肩负起
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
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为国分忧 艰苦奋斗
“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石油，被称为“工业血液”。新中国
成立之初，全国原油年产量仅 12万吨，
还不如今天一座大型油田的日产量。
戴着“贫油国”的帽子，我们的石油消费
基本靠进口，大城市的公共汽车因为缺
油只能背着煤气包。

松基 3井喷出工业油流的好消息，
召唤来自四面八方的石油大军挺进松
嫩平原。头顶青天、脚踏荒原，一场从
根本上改变我国石油工业面貌的大会
战拉开序幕。

“几万人一下集中到大荒原上，生
产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没有住房，有的
住在牛棚马厩里，有的干脆扯张篷布往
地上一躺；粮食短缺，就拣冻白菜帮子，
最困难的时候‘五两三餐保会战’。”曾
在“铁人”王进喜身边工作过的孙宝范，
今年已经82岁，他至今难忘老战友当年
的那份豪迈——“这困难、那困难，国家

缺油是最大的困难”“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960 年，王进喜请缨带领 1205 钻
井队从甘肃玉门来到大庆，一下火车，
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
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
是多少？”

钻机是到了，没有吊车怎么办？人
拉肩扛！王进喜同其他工人一起，把60
多吨重的钻井设备一件件从火车上卸
下来，大绳拉、撬杠撬、铁杠滚，手上肩
上磨出了血泡，没人喊苦，大家齐声高
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
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
怕。”

钻井开钻了，没有输水怎么办？端
水打井！水桶、脸盆、铝盔、灭火器外
壳，都成了运水工具。井水干了就跑到
一里多地的水塘砸冰取水。就这样，王
进喜和工人们一共运了50多吨水，仅用
5天零4小时就打完了来大庆参加会战
的第一口油井，创造了纪录。到 1963
年，我国石油产品达到基本自给。

60多年来，从第一口油井到现在 7
万多口油井，从第一列原油外运到产油
24.3亿吨，从第一支钻井队伍走出国门
到进入 54个国家和地区……在大庆精
神的激励下，大庆油田有力维护了国家
能源安全、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

科学求实 勇于创新
“许多禁区既然是人设定的，人就

可以打破它”

找到石油并开采出来，只靠冲天的
干劲是不够的，更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求
实的精神，这是大庆精神的又一闪光
点。

百万次的分析对比——上世纪 60
年代，在勘探开发中，大庆人为了判明
地下情况，每口井都取全取准 20项资
料、72个数据，在当时没有计算机设备
的情况下，为求数据准确，地质人员对
地下的 48个油层、698个油砂体进行了
超100万次分析对比。

5毫米的“锱铢必较”——上世纪60

年代，因为钢筋混凝土大梁的少数部位
比规定的质量标准宽了 5毫米，大庆油
田开了一场几百人参加的现场会，油田
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代表全体干部在会
上检讨：“要彻底铲掉磨掉的，不只是 5
毫米混凝土，而是马马虎虎、凑凑合合
的坏作风！”

60多年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
老实事，发扬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
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三老四严”
优良传统，在石油人中代代传承、熠熠
闪光。

油田开发出来，如何确保高产稳产
是又一道难关。“许多禁区既然是人设
定的，人就可以打破它！”上世纪80年代
初，大庆油田在稳产10年后逐步进入高
含水期，水越来越多、油却越来越少。
第二代“铁人”王启民把目光瞄准厚度
只有 0.5 米的表外储层，带领团队对
1500多口井进行地质解剖分析，经过 7
年反复实践，成功摸索出一套“薄差层”
开发技术。这项技术使大庆油田新增
地质储量7亿多吨、可采储量2亿吨，相
当于又找到一个大油田。

上世纪90年代，经过地压“顶”油和
注水“驱”油两个阶段，大庆的主力油田
采出 10吨液体只有 1吨是油了。提高
采收率，当时国际上领先的技术是用化
学剂把油“洗”出来，但关键原料表面活
性剂却得从国外高价进口。“关键技术
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油田勘探开
发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伍晓林不服输，
跑遍各地寻找可替代原料，经过5600多
次反复实验，终于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
中国人自己的表面活性剂。

“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
依靠强大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大庆
油田保持 5000 万吨以上高产 27 年、
4000万吨以上稳产 12年，创造了世界
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
“爱国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座油田，
总有一天会枯竭；但大庆精神永不会枯
竭，宝贵的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
新。如今，大庆精神正在不断被赋予新
的内涵。

——内外并举、稳油增气。“石油工
人硬骨头，哪里困难哪里走！”在国内，
从冰天雪地的海拉尔到炎热干旱的塔
克拉玛干沙漠，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到低洼泥泞的沿海滩涂，到处都有石油
人奋战的身影。漂洋过海，走进南苏

丹、深入伊拉克，面临着疾病肆虐、武装
袭击等生死考验。“我们树立的是大庆
的牌子，爱国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正
在伊拉克奋战的石油人胡福庆说。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攀上油气当量
6000万吨新高峰、西南油气田建成 300
亿立方米大气区；中国海油国内海域11
个油气开发新项目全部投产……2020
年，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好消息不断，我
国原油产量1.95亿吨，连续两年企稳回
升；天然气产量 1925亿立方米，连续 4
年增产超过100亿立方米。

——深化改革、降本增效。一只小
口红，让油井节省了大成本！以往井口
漏油，更换圆筒状盘根盒的密封圈，采
油工要拿螺丝刀顺着方向一点点抠取，
螺丝刀经常别弯不说，产生的小碎块在
底部根本就抠不出来。“有一次涂口红，
我就想，密封圈能不能像口红一样转出
来呢？”大庆油田第二采油厂高级技师
刘丽突发奇想。10多年来，她先后对上
下可调式盘根盒完成了 5次改进，不仅
让盘根更换时间从过去的 40多分钟缩
短为 10分钟，还使单井日节电 11千瓦
时。

“当前，全球经贸形势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油气保供任务艰巨，我们要深
刻认识弘扬大庆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
推动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中国石油
股份公司副总裁、大庆油田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朱国文说。

“大庆城市与大庆油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站在新起点上，要传承弘扬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三老四严’、苦
干实干优良传统。”大庆市委书记李世
峰说。

——胸怀全局、无私奉献。“为了口
罩，我们拼了！”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石化举全集团之
力，12天建成一条熔喷布生产线，76天
从零开始建成全球最大的熔喷布生产
基地，快速打通口罩产业链；中国石油
迅速投产22条口罩生产线，超计划完成
建设任务；中国海油快速建成投产 2条
口罩生产线，日产口罩达20万只。不仅
是助力疫情防控，面对汛情、全力保供；
聚焦扶贫、出人出力……同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庆精神在石
油行业薪火相传，石油人履职尽责、甘
于奉献。

新征程上，大力弘扬大庆精神，必
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人民日报）

本报讯（实习记者 解 磊）近日，第五届中阿博览会跨境
电商展在宁夏银川国际会展中心C馆举办。跨境电商展以“聚
焦先行区建设 畅通跨境新通道”为主题，展览面积 1500平方
米，来自30多个国家的1000多种商品集中参展，涵盖化妆品、
保健品、母婴用品等 6大门类，消费者不仅可以选择原汁原味
原产地的商品，还能享受同质同价购全球的乐趣。这是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首次设置跨境电商板块，内容包括跨境电商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和跨境电商展览展示。

据了解，中阿博览会线下展览向公众开放首日，跨境电商
新零售展区就成了消费者逛展的首选，现场展示了 1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六大类跨境电商产品，其中新零售展区商品便多达
1459种，包括食品饮料、化妆品、母婴用品和家庭日常用品。
参展消费者可以现场购买到千余种进口商品，与平时购买进口
商品不同的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进口的商品不仅能享受到更
低的税率、更优惠的价格，还受到海关全流程监管，购买更安全
放心，为消费者带来“一站式买遍全球”的全新购物体验。据统
计，线下展览开放首日，跨境电商新零售展区吸引客流2000人
次，成交额达3万元，成为展会现场最具吸引力的展区之一。

同时，消费者既可以在现场体验产品，也可以“云逛展”实
现足不出户、线上购物。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跨境电商板块的一部分，跨境电商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也同步举行，论坛紧抓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机遇，聚焦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跨境电
商市场，通过搭建全球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展览展示、合作交流
平台，畅通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外贸发展新通道，同时也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购买进出口精品的好机会。

据了解，宁夏银川目前拥有跨境电商企业 183家，较 2019
年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国（银川）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前，增
加了132家，增幅达到258%，累计实现交易额3.2亿元。同时，
银川借助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国际航空运输等通道优势，初步
形成了以银川综保区、银川公铁物流园、兴庆区跨境电商产业
园、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中关村双创中心等具有代表性的跨境
电商产业集聚区，在全国首开“一带一路”国际卡车班列，累计
发车228辆，贸易总额2.65亿元。宁夏银川商务局副局长段建
宏表示，宁夏银川跨境电商目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各方助
力。“我们将会把跨境电商的理念和模式让更多的大学生进行
了解，同他们的专业和学习相结合，让银川从事跨境电商的人
员在明年超过3000人，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据介绍，宁夏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商埠重镇，是联
通中西亚和欧洲的重要枢纽，拥有中阿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宁
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三块金
字招牌，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有条件、有优势、有基础。银川市商
务局局长刘志勇对记者表示，会展和论坛同时通过企业推介和
项目签约，促进企业走进银川，服务宁夏外贸业务发展，实现外
贸招商。同时，通过对接使宁夏银川的产品通过跨境电商销往
全球。中国（银川）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相关负责人也告
诉记者，近年来，政府越来越注重对外开放，推动数字赋能。如今从银川网上接单，
海外仓库直接发货，配送到外国客户手中最多只要两三天。业务已经覆盖了摩洛
哥、阿联酋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论坛正式发布了中国（银川）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成果，同时，银川跨
境电商综试区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启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 闫 利）食品安
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在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保证消费者权益的同时，
也在促进着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家卫健委制定印发了《2021年
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本次
立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共22项，包括
7项食品添加剂标准、2项食品相关产品
标准、8项理化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1
项微生物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1项毒
理学评价程序与方法标准、1项食品中
放射性物质标准和2项营养与特殊膳食
食品标准。

食品添加剂一直都是消费者和行
业关注的重点，不同类型的食品添加剂
为消费者带来了不同的味蕾体验。此
次计划将对《食品添加剂 二丁基羟基
甲苯（BHT）》（GB 1900—2010）、《食品
添加剂 黄原胶》（GB 1886.41—2015）、

《 食 品 添 加 剂 L- 苹 果 酸 》（GB
1886.40—2015）、《食品添加剂 叶绿素

铜钠盐》（GB 26406—2011）、《食品添
加 剂 辣 椒 油 树 脂 》（GB 28314—
2012）、《食品添加剂 聚葡萄糖》（GB
25541—2010）、《食品添加剂 番茄红素
（合成）》（GB 1886.78—2016）7项食品
添加剂标准进行修订。通过不断完善
标准，让标准更加科学、合理、适用。

产业的发展和监管需要的食品安
全基础标准、产品标准，也需要配套检
验方法标准。在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与规程标准中，将制定6项标准，包括理
化检验方法总则、食品中二苯醚的测
定、食品中天冬酰胺和谷氨酰胺的测
定、食品中渗透压的测定、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 4,4’-联苯二酚和 1,1’磺酰基
二（4-氯苯）迁移量的测定、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紫外吸收剂迁移量的测定；修
订《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氯乙烯的测
定和迁移量的测定》（GB 31604.31—
2016）和《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GB
5009.268—2016）。修订的微生物检验
方法与规程标准为《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空肠弯曲菌检验》（GB 4789.9—
2014），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标准为《食品
中 放 射 性 物 质 钋 - 210 的 测 定》（GB
14883.5—2016），制定的毒理学评价程
序与方法标准为神经发育毒性试验。
本次立项，还将修订《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 品 通 用 安 全 要 求》（GB 4806.1—
2016）、《消毒餐（饮）具》（GB 14934—
2016）、《食品营养强化剂 氧化锌》
（GB 1903.4—2015），制定食品营养强
化剂维生素K2（合成法）标准。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
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指出，
必须深化改革创新，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标准的制修订非一蹴而就，需要多
方合力不断完善相关内容，才能确保标
准的严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
于印发2021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
项计划的通知中也提出，把握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起草要求，标准起草应当以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参考相关
国际标准和风险评估结果，以保障健康
为宗旨，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
客观实际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确保标
准严谨，指标设置科学合理；项目牵头
单位按照标准管理办法要求，负责组建
标准起草协作组，提供项目所需人员、
经费、科研等方面的资源和保障条件，
确保各项目承担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
合、优势互补，并充分调动发挥监管部
门、行业组织、企业、科研院校和专业机
构等相关单位和领域专家的作用。

针对近期曝光的“小龙坎”火锅店、
“蜜雪冰城”奶茶店、“华莱士”快餐店、
“杨国福”麻辣烫店、“奈雪的茶”奶茶店、
“大润发”超市六起食品安全案件，市场
监管总局23日公布查处情况，要求全面
排查同品牌所有门店、强化总部管理、严
惩涉事门店并处罚到人、惩处涉事企业
同时追查上下游和同行业各有关企业。

市场监管总局协调地方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从严从快从重查
处违法违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
查，坚决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要求食
品生产经营者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保证群众饮食
安全。

一是不仅核查涉事门店，也注重全
面排查同品牌所有门店。二是不仅聚焦
单独门店，也注重强化总部管理。对

“点”上单独门店的问题核查、责令整改，

对企业总部和区域分支机构约谈，督促
其全面强化自查自纠，实现“面”上的食
品安全风险管控。三是不仅严惩涉事门
店，也注重处罚到人。根据违法违规情
形，对涉事门店吊销许可、顶格罚款，对
店长和直接负责人大额罚款。四是不仅
惩处涉事企业，也注重追查上下游和同
行业各有关企业。严厉惩处制假造假
者，同时也严厉惩处知假售假者、故意用
假者以及协助运输者等为违法生产经营
提供便利者。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充分
利用监督检查、抽检监测、媒体监督、投
诉举报等途径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综合运用信用联合惩戒等手段对违法者
及上下游相关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格的
监管。同时，对食品安全典型案件查处
一批曝光一批，不断净化食品安全环境，
强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新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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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查处六起食品安全案件
涉网红奶茶、火锅及快餐店

国家卫健委发布《2021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

用“最严谨的标准”保障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