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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
彩”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于8月26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开幕，参展单位覆盖政、产、学、研、经
等领域。借力智博会平台，智能化技术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得到了广泛展示，民
众也近距离地了解到智能化技术的优
势及趋势。

在众多以科学技术为主的企业中，
有一家快消品企业也参与其中——重
庆江小白酒业以“重庆消费品代表企
业”的身份，亮相本届智博会。

一物一码：
打通产品与用户的沟通

江小白酒业展台位于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N4馆，篮球场的展台设计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驻足。通过数据大屏，江
小白酒业展示了即时更新货物信息的
技术，以及“一物一码”技术在“来源可
查询、去向可追溯、消费有互动”方面的
运用。

据了解，“一物一码”技术不仅能
加强产品物流管控、提升企业服务能
力，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帮助江小白
系列产品实现了产品与用户的沟通。
通过“一物一码”，每一个产品都成为
连接品牌与年轻消费者的数字化触
点。国外消费者可以扫码读取清晰
的产品信息，了解到严格品控带来的
中国品质制造；通过用户数据沉淀，
江小白系列产品也可以更理性地感
知消费者需求，进而提供更精准的服
务，输出有温度的酒文化，实现长效
增长。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具象的技术
呈现形式，向大家展示大数据在消费
品生产、销售、物流中的具体运用，让
外界真实感受到，智能化正在为消费
品企业赋能。”江小白酒业相关负责人
说。

数字化车间：
实现品质、效率双提升

除了现场数据大屏的展示，该负责
人还介绍了江记酒庄的智能化包装生
产线。

作为江小白酒业重要的纯粮酿造
基地，占地760亩的江记酒庄，引进了
数字化智能装备，从生产计划、生产准
备、物流配送、生产过程、质量判定、物
料出入库等过程进行管理。

比如，在数字化车间，配备了白酒
洗、灌、装于一体自动化生产线，实行
智能化作业；乳业级别氩弧焊技术的

运用，使焊接管道内壁光滑，易清洗、
无物料残留，确保酒品在输送过程中
不会二次污染，保障酒品卫生安全；车
间生产过程采用二维码系统，以单品
作为对生产、销售、物流及整个供应链
体系的最小管理单元，实现生产过程
精细化、透明化，达到更加精准和高效
的管理。

据《重庆市发展智能制造实施方案
（2019-2022年）》显示，重庆将加大力
度推动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其中就包
括了500个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市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曾谈到，重庆制造业整

体还处于数字化普及阶段，亟待加快推
进智能制造。

从江记酒庄的自动化、机械化生产
来看，智能制造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
应对企业销量增长趋势，也能进一步助
推重庆智能制造升级。

相关报道还显示，更高效率的生产
推进了江小白酒业的企业发展，也辐射
到了江记酒庄所在地白沙镇以及周边
地区，帮助区域经济实现提振。与此同
时，江小白系列产品还被带到了20多
个国家和地区，打开世界了解重庆高粱
酒的交流窗口。

柔性生产：
赋能C2B定制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能化赋能柔性
生产方面，江小白酒业也在不断加强探
索力度。

据江小白酒业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在线上渠道，江小白系列产品提
供了C2B定制服务，消费者只需在电商
渠道上传图片文字进行定制下单，即可
收获自己定制的江小白纯饮表达瓶。

智能制造领域专业人士分析，在数

字化生产的基础上，柔性生产模式可以
增强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缩短产品生产
周期；另一重要途径是大数据，企业可
以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分析，更快地
找准市场，让消费者介入生产、服务过
程。

江小白酒业展台旁还有一个移动
小酒馆，也聚集了不少参观者。正在等
待领取江小白混饮的田先生表示颇为
震惊，“从来不知道江小白产品还有如
此现代化的一面，它不只是让我们看到
智能化和大数据在企业生产中的应用，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作为消费者，也能

明白智能化对生产制造效率、消费者服
务质量的双重提升效果。”

作为消费品代表企业，江小白酒业
化身智能化技术的呈现载体之一，在智
博会这个平台上，向外界展示了智能化
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应用效果，
同时也展现了重庆企业对智能化技术
的重视，体现了智能化技术为企业带来
的竞争优势。

不只是消费品行业，智能化在发展
过程中要面向全行业进行服务，才能更
好地为重庆城市发展、经济提升赋能。

（文/杨艺）

带领乡土经济走向世界

江小白 一瓶纯粮酒的智能化生产

江小白酒业工作人员展示“一物一码”的品质可追溯体系。

人脸识别帮助顾客完成江小白产品的酒瓶定制。数字化品控技术让重庆高粱酒成为年轻人饮用中国酒的首选。 （本组图片由袁敏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26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药品管理
法，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这是
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后第一次全面修
改。如何更好地满足群众用药需求，更
快用上好药，用得起好药？针对社会关
切的焦点问题，在26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沛进行了
回应。

对未经批准进口药品加
强科学监管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124条规
定，对于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合法上
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
免予处罚。

“这次对假药劣药的范围进行修
改，没有再把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列为
假药，是回应百姓关切。”刘沛表示，同
时也要看到，法律把未经批准进口的药
品从假药里面拿出来单独规定，并不等
于降低了处罚力度，而是从严设定了法
律责任。

“从境外进口药品，必须要经过批
准，这是本法的规定，这是一个原则。
没有经过批准的，即使是在国外已经合
法上市的药品，也不能进口。”刘沛说。

刘沛说，违反本法第124条规定，
构成生产、进口、销售假劣药品的，仍
然按生产、进口、销售假劣药进行处

罚。这种行为仍然是违反药品管理秩
序的行为，违反规定的仍要处罚，并在
法律责任中对违反管理秩序作了专门
规定。

现行法律对假药劣药范围的界定
比较宽泛，既有根据药品质量界定，也
有未经审批生产的药品等按假药劣药
论处的情形，不便于精准惩治。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会长
唐民皓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取消了

“按假药论处”“按劣药论处”表述，将药
品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情形从
药品品质的假劣中分离出来，单独列出
进行表述，有助于监管执法的科学性。

从制度设计上鼓励创新、
加快新药上市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专设第三章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持有人的条
件、权利、义务、责任等做出了全面系统
的规定。

“这次新引进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就是从制度
设计上鼓励创新。”刘沛介绍，上市许可
持有人制度，是拥有药品技术的药品研
发机构和生产企业，通过提出药品上市
许可的申请，获得药品注册证书，以他
自己的名义将产品投向市场，对药品全
生命周期承担责任的一项制度。

“有人说上市许可持有人是出品
人，或是持证商。”刘沛说，除了生产企

业以外，科研机构有能力创新出新的产
品，要让他能够获得产品上市以后的巨
大收益。建立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
目的，就是要鼓励创新。

刘沛介绍，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在
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
新药，增加和完善了10多个条款，增加
了多项制度举措。这为鼓励创新，加快
新药上市，释放了一系列制度红利。

过去临床试验审批是批准制，新修
订后优化了临床试验管理，改为默示许
可制，临床试验机构的认证管理调整为
备案管理，将提高临床试验的审批效
率。在审评审批药品的时候，将化学原
料药、相关的辅料和直接接触药品的包
装材料和容器调整为与制剂一并审评
审批，同时对药品质量标准、生产工艺、
标签和说明书也一并核准。

“建立了附条件审批的制度。”刘沛
介绍，这一制度缩短了临床试验的研制
时间，使那些急需治疗的患者能第一时
间用上新药。

网络销售药品线上线下
相同标准、一体监管

网络销售处方药是公众关注的焦
点。有人认为，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
会放大药品安全风险，带来安全隐患。
也有意见认为，为满足群众的用药需
求，对网售处方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优化公共服务，不要一禁了之。

刘沛介绍，药品管理法在修订过
程中，对网络销售处方药的问题广泛
听取各方面意见，采取了包容审慎的
态度。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要求，网
络销售药品要遵守药品经营的有关规
定，并授权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健康卫生主管部门等具体
制定办法，同时规定了几类特殊管理
药品不能在网上销售，为实践探索留
有空间。

刘沛表示，按照新修订的药品管理
法，网络销售药品坚持线上线下相同标
准、一体监管的原则。“线上线下要一
致”，对于网络销售的主体，必须首先是
取得了许可证的实体企业，线下要有许
可证，线上才能够卖药。网上销售药
品，要遵守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关于零
售经营的要求。

考虑到网络销售药品的特殊性，对
网络销售的处方药规定了更严格的要
求，比如药品销售网络必须和医疗机构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能共享，确保
处方的来源真实，保障患者的用药安
全。此外，配送也必须要符合药品经营
质量规范的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进口药、创新药、网络售药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回应三大关切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屈婷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记
者 申铖）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资源税
法。这部新制定的法律将于2020年9
月1日起施行。

新出台的资源税法有什么特点？
要如何征收？开展水资源税试点会带
来什么影响？在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税
政司巡视员徐国乔、国家税务总局财产
和行为税司司长卜祥来进行了回应。

“资源税自1984年开征以来，经过
逐步的改革和完善，税制要素基本合

理，运行比较平稳。”徐国乔说，按照落
实税收法定的要求，这次立法保持现行
税制方向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的原则，
对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要求
做了适当调整，将资源税暂行条例上升
到了现在的资源税法。

在卜祥来看来，资源税法是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举
措，是绿色税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徐国乔介绍，与现行的资源税制度
相比，资源税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统一了税目。对税目进行统
一规范，将目前所有应税资源产品都在

税法中一一列明，所列税目达164个，
涵盖所有已经发现的矿种和盐。

——调整了具体税率确定的权
限。资源税法继续采用固定税率和幅
度税率两类税率，对实行幅度税率的资
源，按照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明
确其具体适用税率由省级人民政府提
出，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

——规范了减免税政策。对现行
长期实行而且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优
惠政策，税法作出了明确规定。

资源税法明确将试点征收水资源
税。对此，徐国乔表示，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自2016年在河北省实施以来，试
点总体平稳有序，征管比较顺畅，税收
调节的作用逐渐呈现。

“征收水资源税，主要是为了强化
纳税人节水意识，抑制地下水超采，倒
逼高耗水企业节水，提高用水效率。对
个人来说，负担是没有增加的。”徐国乔
说，考虑到水资源税改革处于试点阶
段，征税制度需要通过试点来探索和完
善，为了确保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于
法有据，资源税法授权国务院开展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

落实税收法定、完善绿色税制

我国出台资源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源税法》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据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25日
下午到晚间，香港激进示威者将暴力升
级，在荃湾街头向警务人员投掷砖头和
汽油弹，聚众围攻并追打警员，大肆破
坏道路设施，打砸沿途多间店铺。香港
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均表示，严厉谴责
这种严重损害香港社会和谐安定的暴
力行为。

《大公报》26日发表社评表示，蒙
面暴徒肆虐香江，残忍行径令人发指，
完全暴露“颜色革命”特征，开始出现恐
怖主义苗头，严重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
秩序，严重威胁市民旅客生命财产安
全，严重毒害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严重
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香港，正面
临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险恶局面，到了
悬崖深渊就在身后的紧要关头。

《文汇报》社评表示，暴力冲击再升
级，暴徒故意把暴力冲击引到居民区、
商业区，增加警方执法困难，刻意激化
警民矛盾。暴力冲击升级的更大企图，
是破坏当前转趋平静的局面，令特区政
府难以通过对话修补撕裂、解决纷争，
让香港无休止地乱下去。要阻止暴力
持续和升级，民意是最关键的因素之

一。广大市民必须认清纵暴派升级、延
续暴力冲击的险恶居心，更坚决支持特
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阻止香港滑向
玉石俱焚的深渊。

香港最大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民建联）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威者在
过去两日的集会游行后破坏社区安宁
及把暴力升级的行为。民建联主席李
慧琼表示，示威者堵塞道路、破坏公共
设施，并朝警员投掷汽油弹和砖头，堪
称无法无天。她重申支持警方执法，恢
复社会秩序，呼吁公众要向激进暴力及
违法行为说“不”。

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在荃
湾暴力事件中，警员在生命受到威胁的
情况下向天开枪，是完全合情合规的反
应。他建议警方增加使用“人群管理特
别用途车辆”，即俗称的“水炮车”，拉远
与示威者的距离，保障前线警员安全，
避免流血事件发生。

一些社会团体也在26日的报纸上
刊登告示，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反对暴
力。世界华人协会发表公开信，希望全
体香港市民及爱港人士勇敢站出来大
声对一切暴力说“不”。

香港舆论和社会各界
谴责激进示威者的暴力升级行为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6 日电 （记
者 张雅诗 方栋）香港警方26日表
示，在日前发生的激进示威活动中拘捕
了86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方
行为不检、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
务，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
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26日在警方记者
会上表示，警方于8月24日和8月25
日在东九龙和新界荃湾的公众活动及
暴力事件当中，共拘捕86人，年龄在
12岁至52岁，其中4人被起诉，并已于
法院提堂。

江永祥表示，在上述事件当中，共
有21名警员受伤，其中部分人被砖头
击中受伤，还有一名警车车长被削尖的
物体插伤背部，导致大量出血。另外，
6名曾经举枪示警的警员，其中一人及
其家人的资料和相片被恶意放在网上，
使警员除了身体受伤，心理上也受到极
大压力。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
记者会上描述警员被袭击的过程时
说，8月25日晚在荃湾沙咀道有大批
暴徒以长铁枝、长竹枝和路牌等疯狂

攻击警员。
谢振中表示，由于当时警员只是接

报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他们并非通
常的防暴警察，因此身上毫无保护装
备，只有圆盾、警棍、胡椒喷剂和0.38
配枪。这些警员还没抵达现场之前，他
们的冲锋车已被暴徒以各式各样的武
器攻击。暴徒以削尖的铁枝向其中一
名警员的背部刺插，伤口血流如注。这
些已经不是大家口中手无寸铁的和平
示威者。

谢振中说，当时有其他警员下车
欲往荃湾二陂坊被暴徒破坏的几家商
铺，结果被超过百名暴徒攻击，由于警
员装备有限，只能一手持圆盾，一手挥
动警棍，抵挡高空扔向他们的砖头等
硬物而不断后退，但也无法抵挡暴徒
以长矛攻击，甚至有警员的盾牌被硬
物击碎。

警方强调，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
升级，他们只求破坏、危害社区和商户
的生命财产，这只会全面破坏整个香港
社会。警方的职责是维持治安和秩序，
并保护市民生命财产，遇到违法的冲
击，警方一定会用相应武力应对。

香港警方在激进示威活动中再拘捕8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