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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夜，台风“银河”
突然造访东京，洗透了整个
城市。8日下午，距东京奥运
会闭幕不到三小时，雨收云
散，东京湾上空出现双彩虹。

晚 8时，夜幕下的东京
新国立竞技场，灯若星焰，流
光溢彩，可容纳近 7万人的
体育场内没有观众，只有奥
运会相关人员和记者。

这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举办，却依旧见证了无数拼
搏奇迹的奥运会，即将落下
大幕。

这是一场没有大规模团
体表演，没有华丽服装道具，
没有现场人声鼎沸的闭幕
式，简洁却不简单。

大屏幕上播放着开幕以
来的精彩画面，有决出冠军
的瞬间，更有温情动人的场
面：那些来自战乱地区的运
动员，如何在赛场追梦洒汗；
那些在场上一争高下的对
手，如何为对方鼓掌点赞；在
跑道摔倒的选手，如何扶起
彼此、激励完赛；共享跳高金
牌的选手，如何彼此成就、激
动相拥……

看台上有人垂泪。荣誉
不只与胜负有关，友谊、团
结，也是奥运会传递的真谛。

各代表团入场。中国旗
手苏炳添高举国旗，昂首阔
步。“一战封神”那晚，他红衣
如火，跑出 9秒 83破亚洲纪
录，成为首位闯入奥运会男
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

这个夏天，中国体育代
表团共收获 38金、32银、18
铜，奖牌总数 88枚，位列金
牌榜和奖牌榜第二。431名
中国代表团运动员以出色表
现，向世界展现了自信、奋
进、不断超越自我的体育精
神。

轻快的音乐中，新国立
竞技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运动员们戴着口罩，挥舞小
旗，或舞蹈或拍照。

在高科技手段下，金色
五环升腾在舞台中央，焰火
喷射，全场沸腾。

这是非常时期重启的
奥运会。约 11000名运动员
在 33 个大项、339 个小项
中，向世界展现了团结一
心、共克时艰的坚定决心，
他们对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追求，令全球为之振
奋，为之动容。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评价，本届奥运会是一届“希
望、团结、和平”的奥运会，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
会。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也说：“今晚，在这里点
燃的奥林匹克圣火将悄然熄灭，但在这里点燃的希望
将永恒不熄。”

在奥运五环旗交接仪式上，当巴赫把旗交给巴黎
市长伊达尔戈时，掌声四起。

精彩的巴黎八分钟开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下
届奥运会举办国的国歌不在现场演奏，而是通过视频
展示。法国音乐家们在巴黎各个角落，共同演奏了《马
赛曲》。

曲毕，一位骑小轮车的女孩在巴黎各大建筑屋顶
开始骑行。巴黎地标也通过这些“飞檐走壁”一一亮
相：巴黎钱币博物馆、奥赛博物馆、巴黎大皇宫、巴黎歌
剧院、凯旋门、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先贤祠。城市与
体育、古老与现代、永恒与青春在短片中完美交融。

在巴黎现场，“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将天空
渲染成了蓝白红三色。现场播放的宣传片中，埃菲尔
铁塔化身大型“旗杆”，通过电脑特效在塔身上展示了
带有巴黎奥运会会徽的虚拟旗帜。

“自疫情发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整个世界团结在
一起。体育重回舞台中央。世界上亿万的人们情同与
共，分享喜悦与激励的瞬间，这给予我们以希望，这给
予我们对未来的信念。”巴赫说。

燃烧着的奥林匹克圣火缓缓熄灭。五彩斑斓的烟
花点亮夜空，现场大屏幕显示出“ARIGATO”（日语“谢
谢”）字样，东京奥运会正式落幕。

现场的人们不愿意离开。今夜的东京为奥林匹克
运动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为世界送出了美好的祝福。

2021年的夏天，属于体育、属于奥运。
（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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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 9日从国家管网集
团获悉，为提升我国油气管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水平，油气管道“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建设日前正
式启动，2023年我国油气管道数据将实现“全国一张
网”。

国家管网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工业互联
网+”与油气管道安全生产紧密结合，以建设工业互联
网基础设施和智慧管网为主要抓手，计划利用 3年时
间建设油气管道“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管理平台，
有效提升油气管道安全管控水平。

据介绍，油气管道“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管理
平台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从
管道行业风险控制和安全管理的实际需求出发，以构
建快速感知、实时监测、超前预警、联动处置及系统评
估等新型能力为目标，实现油气管道线路管理、站场管
理、应急管理等多个场景智能化，为智慧管网的构建提
供数据驱动和平台支撑。

2023年我国油气管道数据

将实现“全国一张网”

8月9日，跨京沪铁路双T构转体桥顺利
完成双转体施工（无人机照片）。

当日9时25分，由中铁四局集团承建的
京台高速泰安至枣庄段改扩建项目跨京沪铁
路双T构转体桥，经过60分钟逆时针旋转后，
在空中实现精准对接，较计划工期提前1个
月完成了双转体施工，为加快实现全线双向
八车道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华社）

跨京沪铁路双T构转体桥

顺利完成双转体施工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 9日
从中央网信办获悉，在推进治理摄像头
偷窥等黑产工作中，各地网信办督促各
类平台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2.2万余
条，处置平台账号 4000余个、群组 132
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余件。

其中，百度、腾讯、UC等重点网站
平台，清理有害信息 8000余条、处置违
规账号 134个；京东、淘宝、闲鱼等电商
平台，下架违规宣传或违规售卖摄像设
备1600余件、处置违规账号3700余个、

清理违规信息1.2万余条。网信部门还
对存在隐私视频信息泄露隐患的 14家
视频监控APP厂商进行了约谈。

据悉，5月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工
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推进摄像
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工作，对非法利
用摄像头偷窥个人隐私画面、交易隐私
视频、传授偷窥偷拍技术等侵害公民个
人隐私行为进行集中治理。

工信部组织对 18家具有行业代表
性的视频监控云平台开展检查，发现

处置越权操作等一批高危漏洞；全面
排查联网摄像头存在的安全隐患，发
现 4万多个弱口令、未授权访问、远程
命令执行等摄像头漏洞，取证并处置
500余个。

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
打提供摄像头破解软件工具、对摄像头
设备实施攻击控制、制售窃听窃照器材
等违法犯罪活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9
名，查获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使用权
限 2.5万余个，收缴窃听窃照器材 1500

余套。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召开互联网平

台企业行政指导会，要求强化对平台内
假冒伪劣摄像头等商品的治理，并要求
限期一个月完成全面整改。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集中治理工作已进入后半程，存在问题的
企业、平台要尽快整改，不留死角。下一
步，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
治理，坚决遏制摄像头偷窥等黑产生存空
间，切实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安全。

四部门严打摄像头偷窥等黑产
已处置平台账号4000余个

朝霞照耀统万城城墙遗址（8月9日摄，无
人机照片）。

匈奴都城遗址统万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
边县境内，受恶劣生态环境影响，曾经的城池遗
存遭到风雨流沙侵蚀，一度掩埋于沙漠之下。
如今，经过几代人治沙，当地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昔日茫茫沙地上的白色断壁残垣，也随之变
成绿意盎然的“大漠名胜”。

（新华社）

绿意盎然统万城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1月至7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0.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同比上涨 5.7%。其中，7月CPI
同比上涨 1.0%，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
百分点。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着力增加国内市场供应，适
时加强储备调节，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保证了重要民生商品和工业品有效供
给，促进了市场价格总体趋稳。

CPI涨幅连续2个月回落

7月份，CPI同比涨幅在上个月回落
0.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继续回落 0.1个
百分点。

具体来看，7月份，食品价格下降
3.7%，降幅比上月扩大2.0个百分点；非
食品价格上涨 2.1%，涨幅比上月扩大
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扩
大 0.4个百分点，表明居民消费需求稳
中有升。

“食品价格总体平稳，继续发挥物
价‘稳定器’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丽岩分析。

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且
部分地方出现汛情，各地区各部门采取
针对性措施保供稳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要
求各地组织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调
度，发挥平价商店作用，确保重要民生

商品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价格不
出现大幅上涨。

针对疫情形势变化，国内多家大型
商超在加强防疫措施基础上，根据市场
需求保障民生商品供应，稳定市场预
期。“特殊时期，物美开启了‘储备’模
式，在现有供货量基础上，再增加 10%
左右供货量。”物美集团副总裁许丽娜
说。

台风“烟花”侵袭前后，上海市江杨
市场等针对江浙产区绿叶蔬菜可能出
现的价格波动，提前联动供应商，采取
郊菜不足客菜补的方式，加大客菜供应
量。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况，市
场将及时提醒供应商加快货源组织，做
到“产区有菜、路上有菜、市场有菜”。

PPI涨幅略有扩大

7月份，受原油、煤炭及相关产品价
格大幅上涨影响，PPI同比上涨 9.0%，
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调查的 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
格上涨的有 32个，比上月增加 2个；下
降的 8个，减少 2个。”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说。

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部分行业
出厂价格高企，如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同比上涨 54.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上涨 48.0%，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
45.7%。

今年以来，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攀升传导的影响，PPI持续上涨。日

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做好
大宗商品保供稳价作为下半年经济工
作任务之一。

5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点
名”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部署做好
保供稳价工作。有关部门采取了提高
部分钢铁产品出口关税、严厉查处哄抬
价格等违法行为、投放铜铝锌等国家储
备等措施，部分大宗商品快速上涨势头
得到有效遏制，其中黑色金属、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已连续2
个月环比下跌。

从 7月份数据来看，9.0%的涨幅与
5月持平，为今年以来的PPI最高涨幅，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势头仍在，还需持续发力保供稳
价。

“当前，需继续发挥好政府作用，进
一步提升调控能力，完善调控机制，引
导大宗商品价格有序回落。”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立坤说。

未来价格保持稳定有基础有条件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我国经济整体
还处于恢复中，部分需求指标尚未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生产供给保持较快增
长，供求基本面不支持价格大幅上涨，
且主要农产品供应比较充足，加之保供
稳价持续发力，未来价格保持稳定有基
础有条件。

猪肉价格走势直接关乎食品价格

走势。在很大程度上，稳住了猪价就稳
住了老百姓的“菜篮子”。当前，国家有
关部门正着力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
控机制，防止猪价大幅波动。

此外，《关于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
格调控机制的意见》已印发实施。国家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说，下一
步将狠抓意见落实，全力保障重要民生
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展望今年后期，居民消费领域商
品和服务生产供应充裕，CPI保持平稳
运行具有坚实基础，全年物价调控目标
能够顺利实现。”郭丽岩说。

针对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国家
有关部门正积极部署应对之策，叠加去
年基数影响，下半年我国PPI有望保持
震荡回落走势。

储备投放释放了国家开展大宗商
品保供稳价的积极政策信号，有助于稳
定市场价格预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综
合司司长袁达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分
批组织开展铜、铝、锌储备投放，进一步
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压力。

“目前，国内煤炭相关增产增供措
施开始见效，部分主产区产量实质性增
加，‘欧佩克+’原油将逐步增产，加之主
要经济体也释放出货币政策调整信号，
预计后期大宗商品价格难以持续上涨，
我国PPI总体有望呈现高位逐步回落的
态势。”郭丽岩说。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CPI涨幅连续2个月回落
我国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