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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家居中
驾驭紫外光色

近期，色彩权威PANTONE公布了2018年
度代表色——紫外光色（Ultra Violet），这种颜
色被定义为“有魔力的”“复杂的”“迷人的”。紫色
非常吸引眼球，不过也难以驾驭，来看看专业人士
给出的一些配色方案：

紫色+黄色：在色相对比关系中，紫色与黄色
是互补色。紫色与黄色搭配使用，视觉冲击会很
强，配色效果最为出彩；

紫色+白色：白色是百搭色，无论什么颜色搭
配白色，都可以很好看，所以白色与紫色是最常见
的搭配方案，搭配不会过于突兀，可以展现出与众
不同的装饰风格；

紫色+浅紫色+灰色：可以利用同类色系不同
明暗的紫色进行搭配，比如，将深紫色与紫红色搭
配，会显得家居环境很有层次感，再搭配灰色，可
以衬托出整个区域的高雅和柔和感；

粉紫色+淡蓝色：这种配色方案喜欢小清新
文艺范的家庭可以尝试。

需要注意的是：明度较高的暗调紫色系、蓝紫
色系容易让人产生压抑情绪，应该谨慎大面积使
用；纯度较低的浅紫色系有助眠效果，可较大面积
使用。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近日在广州举行的广州市十五
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广州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透露，广州将推出租购同权
举措，学位到房，而不是到人。

2017 年 7月，广州市政府印发
《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赋予符
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
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所
谓租购同权，实际是一种对租房者的

“确权”，让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
有就近入学等社会公共服务权益。

“学位对于租的房子而言，是真

正给租赁的人用来读书的，而不是用
来炒房的，学位到房，不是到人。”广
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义务
教育阶段，每个区有多少学位是有刚
性配比的。租的房子如果有学位，只
要租赁手续完备，租住之后享有与业
主同等的入学权利。但是有条件：在
入学前期会由相关部门对租赁合同
进行前置审查。”

目前，广州市学籍管理实行全市
联网，人户一致。“也就是说，用了房
子学位必须要在该房子居住，人户一
致，如果不在这里居住了，到其他地

方去上学，那么学籍也要迁出去。”有
关负责人解释说。

广州推出租购同权措施，以期对
遏制房价、保障适龄儿童入学等起到
良好作用，目前仍需要教育部门和其
他部门进行相应配套，才能实施。广
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根据政
策规定，租和购享受同样的权利，“租
的房子学位怎么解决，按照学位到
房，这间房子带学位是有周期的，周
期是多长，具体方案各区会按照广州
市的要求出台具体方案细则。”

（据新华社）

租购同权：广州将推“学位到房”

12城上线国有租赁平台
房真价惠但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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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驶入日常生活

我们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拥有或是
乘坐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
车。不过，自动驾驶技术却已驶入我
们的生活。

在本届CES展会上，美国利夫
特公司推出自动驾驶共享出行服
务。尽管内置自动驾驶技术的宝马
5系汽车可带记者安全驶过拉斯维
加斯的街道，但它依然需要人类司机

“监护”。这正是自动驾驶目前所处
的阶段：软件和硬件存在局限，但已
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应用在可控区域。

依照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的划
分，自动驾驶技术可分为5级。只有
最高第5级才能叫无人驾驶。不少专
家认为，目前自动驾驶技术多为2级，
但有望在未来一两年提升至汽车可基
本自主判断路况的4级水平。

关于未来，业界看法并不完全一
致。奔驰公司汽车主动安全性负责人
克里斯托夫·冯·胡戈对记者说，与其
探讨自动驾驶何时成熟，还不如探讨
在哪里成熟；利夫特公司则发布报告
预测大城市私人汽车时代将在2025
年终结。

谷歌无人车之父塞巴斯蒂安·特
龙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说，未来3年
就可以出现5级自动驾驶。看记者

露出不相信的表情，特龙说，技术发
展的速度远超我们想象，在你还摇
头不敢相信的时候，其实已经身处
新纪元。

业界竞争如火如荼

让自动驾驶成为可能，首先需要
强大的计算能力。在这方面，传统芯
片巨头英伟达和英特尔比拼十分激
烈。

2018年，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在
激光雷达（LiDAR）方面的竞争也如
火如荼。视觉系统将在未来一年成为
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公司争夺的主要战
场之一。

在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领
域，迅速崛起的中国百度已成为国际
市场又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该公司
针对自动驾驶技术发布的“阿波罗
2.0”平台，全面支持英特尔、英伟达等
四大芯片公司的主流车载计算平台，
合作伙伴已有超过90家汽车和科技
公司。

在传统汽车厂商中，丰田公司是
最先宣布提供基本自动驾驶模块的传
统汽车制造商之一。该公司在本届
CES展示的多功能模块式智能自动驾
驶车e－Palette最为吸引眼球，可用
于为其他公司开发共享办公、共享出
行、送货、餐饮等多种移动服务业务。

瓶颈依然存在

汽车自动化和智能化进程正在
加速演进。整个汽车产业中，越具
备人工智能基因的公司目前走得越
远。传统汽车厂商与人工智能创新
公司的合作速度是惊人的，几乎所
有涉足这一领域的大企业都在争相
抢拼研发速度并积蓄人才。不过，

自动驾驶技术尚不成熟，瓶颈依然
存在。

比如全球地图与定位服务提供商
HERE公司工程主管、美国西北大学
教授陈新博士就认为，目前自动驾驶
技术最缺乏的就是高精度地图。无人
驾驶车辆所用地图与我们日常导航所
用地图不同，是给车看的地图，这种高
精度地图是无人驾驶的核心技术之
一。 （据新华社）

2018年，自动驾驶 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破3亿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公布，截至2017年

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达3.85亿人。

据介绍，2017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保持高
位增长，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352万辆，新增驾驶
人3054万人。

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显示，2017年，全国汽车
保有量达2.17亿辆，与2016年相比，全年增加
2304万辆，增长11.85％。从车辆类型看，载客汽
车保有量达1.85亿，其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
和微型载客汽车（私家车）达1.70亿辆，占载客汽
车的91.89％；载货汽车保有量达2341万辆，新注
册登记310万辆，为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机动车驾
驶人数量也呈同步大幅增长趋势，近五年年均增
量达2467万人。2017年，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
量达3.85亿人，汽车驾驶人超3.42亿人，占驾驶
人总量的89.06％。从驾驶人性别看，男性驾驶人
2.74亿人，占71.21％；女性驾驶人1.11亿人，占
28.79％。从驾驶人驾龄看，驾龄不满1年（新领
证）的驾驶人 3054 万人，占驾驶人总数的
7.94％。 （据新华社）

欧洲大陆每年系列重要国
际汽车展的首展——布鲁塞尔
车展近日开幕。开幕以来，城
市交通新动态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观众，逐渐成为了展会的关
注重点。

随着都市中的电动滑板
车、悬浮滑板、单轮电动车和其
他个人行动装置越来越普遍，
布鲁塞尔车展也专门开辟时间
和场地关注城市交通、微交通
和联合运输领域的最新动态。
主办方为此组织了多种体验活
动。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会
超过80家汽车和其他交通工
具生产商将携7款全球首发（6
款汽车、1 款摩托车）、17款欧
洲首发车辆与观众见面。

本届车展内容还包括比利
时汽车市场上所有主要汽车产
品、两轮车以及与汽车相关的
艺术品和珠宝。去年的车展参
观人次达到了43.7万。

（据新华社）

布鲁塞尔车展
关注城市交通新动态

近期，包括成都在内的全国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12个城市国有租赁平台陆续上线。国有租赁房长啥样？价格有
优惠吗？能不能长租？带着租房人关注的这些问题，记者在成都、武汉、郑州等地进行了调研。

政府自主建设
国企合作搭建
政银合作

互联网巨头参建

四种
模式

地方政府
搭建的租赁平台

主要包括

国有租赁住房
长租公寓

开发企业自持房源
中介居间代理房源
个人出租房源

2010年年底，《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尔科夫从硅谷发出第一篇关于谷歌研发自动驾驶技术的报
道。“即使最乐观的预测，这项技术的应用推广也至少需要8年。”他在文中说。

2018年，到了。
此次采访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期间，记者感受到马尔科夫的“8年”之说，显然是最乐观的

预测。但自动驾驶在2018年确实将全速前进，并越来越“接地气”。

近日，2018北美国际汽车展在底特律科博会展中心开幕，基于丰
田雷克萨斯汽车设计的自动驾驶技术在车展上展示。 新华社发

100万辆

北京 成都 重庆
上海 苏州 深圳
郑州 7个城市超 300万辆

53个城市的汽车

保有量超过

全国

国有租赁平台陆续上线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底以来，12
个试点城市均已上线国有租赁平台，
此外，北京等人口净流入城市也搭建
了官方租赁平台。

大多数城市的住房租赁平台由政
府自主建设。“广州市房屋租赁信息服
务平台按市、区、街、社区四级架构搭
建运营，具备管理与服务双重功能。”
广州市住建委房屋租赁管理所所长杨
维龙说。

政府与国有企业合作搭建平台的
做法也较为普遍。肇庆市建鑫住房租
赁有限公司是广东省首个专业化住房
租赁平台，由国企与肇庆市政府共建；
郑州将在现有国有投融资平台中，选
取1至2家公司增加住房租赁业务。

去年11月1日，由武汉市房管局
联合建设银行打造的“武汉住房租赁
交易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佛山市政府
与建设银行合作打造的住房租赁监管
及交易平台于去年11月正式上线。

阿里巴巴、京东和腾讯等互联网巨
头也参与搭建官方住房租赁平台。去
年9月，杭州市与阿里巴巴合作打造的
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正式运行；去年
10月，京东宣布成为北京住房租赁市
场的支持平台；12月，腾讯宣布与深圳
市共建新型智慧住房租赁平台……

房源真实略低于市场价

记者体验发现，各地官方平台选
房基本与目前市场上的租赁中介平台
相似，但房源均经过严格的备案评估，
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可实现直接网
上签约，省去了中介费用及线下签约
的时间。

近日，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
台推出首批约2200余套国有租赁房
源。房源基本位于主城区，从一居到
四居都有，有精装房也有清水房，月租
金470元起。目前平均每天有40余
套住房成交，租约最长为五年。

其他试点城市也都有“动作”。例
如，“广州智慧阳光租赁平台”备案租

赁房屋3万多套，放盘房源230套。
价格方面，国有租赁房源普遍低

于周边市场价。如肇庆建鑫公司房源
租金为22至25元每平方米，首批房
源租金在1800至2700元之间，略低
于市场价。

各地目前已上线的租赁房源主要
以主城区和交通便捷的地区为主，配
套普遍较好。如武汉平台的房源基本
位于轨道交通沿线和新市民相对集中
的中心城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等。

平台房源仍较少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各地平台刚
刚上线运行，房源供应仍以国有租赁
房源为主，且数量相对较少，难以满足
租客的多层次需求。

“政府新建租赁房源从拿地到入
市，快则一年，慢则3年，建设周期较
长，形成供给尚需时日。”易居智库研
究总监严跃进说。

此外，绝大多数租赁房源分散掌
握在普通市民手中，因此，中国指数研

究院华中市场总监李国政建议，各地
租赁平台应加强与长租企业和个人的
合作，将分散于民间的住房租赁房源
集中统筹分配。

记者了解到，未来各地将多措并
举增加租赁房源。例如，郑州要求，
租赁平台要通过新建、购买或者长期
租赁市场内闲置低效地产等方式筹
集房源，开展租赁住房、青年人才公
寓的建设和运营；开展住房租赁托管
服务，吸引个人通过国有平台出租闲
置住房。

武汉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租赁房源的供给将与产业发展、人才
安居、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

相结合，一些位于市中心地段的商业用
房改成租赁住宅的项目会陆续上市。

佛山则通过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招拍挂土地配建、商改租、城中村
改造、“三旧”改造等多种方式筹集房
源，计划至2020年，全市增加租赁住
房10万套。

不过，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刘璐也指出，相当长时间里，私人
业主的可租赁房源仍将是租赁市场的
主体。政府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则，在一些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公共
租赁房源可以发挥“主导”作用，这样
也有利于新的就业人口的导入。

（据新华社）

目前各地国
有租赁平台上的房源

主要包括

本版制图/张昕

24个城市超 200万辆

布鲁塞尔车展上展出的雷诺
Symbioz概念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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