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未来汽车更智慧

陈清泰认为，传统汽车经过百
年发展，“身躯”已经十分强壮，但

“头脑”还非常简单，且不够清洁。
互联网造车新势力正是看到了市
场，勇敢闯了进来。

让汽车“走脑”，才能变得更智
慧，但这并不简单。

李骏认为，要发展智能汽车，一
是要抓住发展的关键，识别和突破
核心技术，特别是计算平台；二是打
造智能网联汽车的“四基”，即基础
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基础
技术；三是抓住科技创新，现在很多
企业投资该领域，资本的力量很强
大，但要防止资本消耗在非核心领
域。

与汽车智能化转型的“走脑”相
比，推动汽车动力“心脏”转换的“走
心”之举更基础。

工信部部长苗圩日前表示，在
产业体系方面，目前我国已拥有从
电池、电机到电控系统比较完整的
产业体系；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已占全球一半以上；一批领先的企
业纯电动汽车主流车型续航里程都
可达300公里以上，这与国际水平
相当。

在陈清泰看来，发达国家和各
大车企已将产业发展转移到电动
汽车为核心的技术路线上，发展电
动汽车不仅能够减少大气污染，还
可以和可再生能源成为最佳搭
配。可再生能源＋能源互联网与
汽车互动，可催生马路革命和能源
革命并举的局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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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是
每一位家长的心愿，也是社会各界应
该承担的责任。

恒大集团作为世界500强民族
品牌，自2009年进入海南以来，一
直秉承“民生地产”“实现城市优质
人居”的发展宗旨。为了践行这一
宗旨，2月7日上午，恒大集团海南
公司与海南华侨中学、海口滨海第
九小学签署协议，两所学校将分别
与恒大集团联合开办海口滨海第九
小学美丽沙分校、海南华侨中学美
丽沙分校。

据介绍，海口滨海第九小学美
丽沙分校、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
校两所学校是海口市教育局直属公
办名校，采用海南侨中、海口滨海九

小的优质教学管理体系，统一招
生、统一教学、统一管理。此外，还
将加入全市质量一流的高水平公
办幼儿园，形成学前教育、小学教
育、中学教育为一体的教育体系，
为海口市增加优质学位供给，满足
当地群众对高素质教育资源的需
求，为当地培养高质量、国际化的人
才夯实基础。

海口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
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的落户，将
大大提升美丽沙的教育配套水平，解
决项目业主孩子就学问题，提升项目
整体生活居住人文氛围，推动海口基
础教育发展。

恒大集团海南公司总经理郭家
彤表示，恒大集团20年来始终坚持

“民生为本、产业报国”的发展理念，
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此次恒大集团海南公司与海口滨海
第九小学、海南华侨中学在深入了解
的基础上达成了战略合作。双方品
牌联姻，开展联合办校，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必将树立校企合作的新样
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省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时期，海口市
作为省会城市，一直在积极发挥教育
排头兵的引领作用。”海南省教育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滨海第九小学
美丽沙分校、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
分校进驻恒大美丽沙，既是新建公办
学校，也是名校办分校，有助于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广文）

近年来，地砖上墙成为比较流行的装修方
式。许多人认为地砖质感好纹理多，贴上墙后显
得大气，花色也丰富。许多高颜值的地砖被人贴
上墙，有做成厨卫墙面的，还有的做成了电视背景
墙。

但是，虽然都是砖，墙砖和地砖从原材料到烧
制工艺都有很大的区别。

地砖是吸水率在0.5%到1％的瓷质砖，如抛
光砖、大理石瓷砖、抛釉砖、抛晶砖、瓷质仿古砖
等，因此用来铺厨卫的地面最合适不过，这样地面
不会受水汽的影响。墙砖是吸水率在3%-6%的
陶质砖，背面粗糙，专门用来贴墙面。

墙砖有粗糙的背部和高吸水率，一般家庭采
用的都是水泥砂浆贴砖的方式，这样有利于砖跟
墙面的贴合。而传统的水泥砂浆，很难把地砖贴
上墙。很多人用贴墙砖的方式贴地砖，没多久就
发现墙上的地砖出现空鼓、脱落。

吸水率低的地砖要铺上墙，只能用薄贴的方
法来铺贴，正确的薄贴方法如下：

第一步，把基层处理好后，将粘接剂跟水混合
搅拌。搅拌的时候，应先加水再倒入粉剂，必须采
用机械搅拌方式，搅拌时间不少于3分钟。

第二步，将搅拌好的粘接剂用专用齿形刮刀
成排涂抹在墙面上，并用专用的齿形刮刀把粘接
剂刮出条纹状。

第三步，贴砖。贴的时候要注意按压，挤出空
气。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两所名校分校落户恒大美丽沙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
省工商局最新修订了《浙江省商品房
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将于2018年3
月15日起施行，该文本明确规定，全
装修须有空气质量检测合格报告。

据了解，2018年新版《浙江省商
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具体分为
《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

文本》和《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现
售）示范文本》。

“浙版”新商品房合同文本增加
“商品房性质”，以区分为全装修住宅
和其他类型商品房。在附件中增加：
全装修住宅提供需装修设计方案平
面图和电气网络管线、给排水管道隐
蔽工程图纸。在“商品房交付条件”

中补充全装修住宅应当取得第三方
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空气质量检测
合格报告等条件。“商品房相关设施
设备交付条件”中增加全装修住宅内
的装修和设备应达到的标准。“销售
和使用承诺”中明确全装修住宅不得
对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拆分销售。

（据新华社）

“浙版”新商品房合同：

全装修须有空气检测合格报告

汽车“新四化”下的全球马路革命——

未来汽车“走脑”更“走心” 春节长假返程高峰
严防五类交通安全风险

春节假期结束后，全国各地迎来返程出行
高峰。近日，公安部根据春运道路出行特点并
结合事故教训发出预警，提示广大交通出行人
员注意防范五大交通安全风险，确保出行安全
顺畅。

这五大交通安全风险包括全国主要高速公路
和国省道交通流量整体上升；城市周边景区游客
集中，交通流量大；雨雪天气正好与春节返程高峰
叠加，给道路安全畅通带来不利影响；农村地区交
通安全风险加大；客运车辆安全风险增加，返程客
流增加，客车超员、非法载客、疲劳驾驶等交通安
全风险增加。

根据预测，今年节后集中出行高峰将持续
至2月 24日左右，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返
程高峰风险大，谨慎驾驶才安全。高速公路行
车如遇道路流量大，发生交通拥堵时，请耐心等
待，依次排队通行，切莫占用应急车道，以免影
响救援车辆通过。如车辆发生故障或意外需停
车时，要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以
外放置三角警示牌，车上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
地点，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当车辆行经农村山
区道路，要严格控制车速，在视距不良路段要及
时鸣笛示警，做好停车准备。在急弯陡坡、临水
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超
车、强行会车。

公安部建议，乘坐长途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
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站外上车，坚决抵制超员
客车。如果遇冰雪雨雾天气，请尽量减少驾车出
行，途中遇冰雪雨雾天气，要做到“降速”“控距”

“亮尾”，即降低车速行驶、保持安全车距，要正确
使用灯光，大中型客车及货运车辆要确保车后反
光标识清晰可见。切勿酒驾、醉驾。

（据新华社）

2 月 21日下午 15时，“中国南
北厨王邀请赛暨世界烹饪大师评
选活动”在七彩澜湾业主餐厅拉开
序幕，数十位世界名厨参加。这场
世界顶级烹饪赛事，给各界人士呈
现了一场美食盛宴，令人大开眼
界。

正值七彩澜湾一期完美交付、二
期载誉将启之际，为了答谢业主们的
一路支持，促进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世界烹饪大师和服务大师评

审协会联合七彩澜湾业主餐厅，举办
了“中国南北厨王邀请赛暨世界烹饪
大师评选活动”。

活动中，七彩澜湾业主餐厅的大
厨与世界大厨相互交流，为业主们呈
上了精彩的新春长桌宴。长桌宴网
罗了南北美食和地道美味的小吃。
除了美食珍馐外，精彩纷呈的歌舞表
演、民俗演出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此次活动由海南中豪威尔有限

公司（七彩澜湾--业主餐厅）承办，
旨在丰富业主的假期生活，为业主彼
此交流提供了机会。

目前，七彩澜湾一期已完美交
付，二期品质全面升级，载誉将
启！七彩澜湾拥有多重园林设计、
樱花大道、亲子果园、邻里剧场、
花园烧烤区、儿童图书馆与七彩乐
园等缤纷生活配套，让您悦享精彩
人生。

（广文）

悦享生活 嗨翻新春
七彩澜湾“中国南北厨王邀请赛暨世界烹饪大师评选活动”落幕

地砖上墙怎么贴？

新年伊始，发改委出台《智能汽车创
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提出2020
年中国智能汽车新车占比将达50％；立
志做智慧城市的“千年大计”之地雄安，
无人驾驶测试已经开启；北京市交通委
也刚发布指导文件，无人驾驶要路考了；
而国外，马斯克干脆把特斯拉智能电动
汽车发往火星，在太空做起广告……

改变世界的汽车正在被改变，以电
动化、智能化、网络化、共享化为趋势的
汽车“新四化”，正催生马路上的革命。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骏看来，人工智能、5G 通
信、增强现实、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
新应用，都将促进汽车“新
四化”。

“新四化”中的电动化
不只是用电能替代燃油，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
长陈清泰认为，它将广泛
吸纳信息化、网络化、智
能化大数据、云计算以及
新技术、新材料、电子电
力、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新
发展、新势能，成为众多
产业融合创新的大平台，
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

级。
纵观全球，从谷歌母公

司“字母表”旗下的“出行新
方式”（Waymo）公司率先
领航到特斯拉搅动市场，从
优步高调试水到丰田、大众
等各大生产商争相跟进，包
括自动驾驶在内的智能化
与电驱动技术已进入群体
创新加速期，竞争一片火
热。

蔚来、小鹏、拜腾……
中国初创企业也在2018年
发力。年初的美国拉斯维
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它们纷
纷展出要投放的智能电动
汽车。

如今在很多城市，以汽
车为中心的传统交通体系已
严重“超载”，成为一大顽
症。电动汽车＋互联网＋自
动驾驶与共享出行搭配，为
重构城市出行、再造城市交
通体系开拓了新视野、展现
了新空间，也催生出新业态
和新模式。

未来汽车虽然还有四
个轮子，但内涵会质变，许
多专家认为，它会更像是四

个轮子的智能机器人，不仅
是出行工具，更是路上伴
侣。

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
说，汽车的智能化包括两
部分，一部分就是自动驾
驶，这个毫无疑问是用到
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和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另外一
个智能怎么去理解？汽车
要变成懂你的一个伙伴，
变成移动的生活空间。

知名咨询公司罗兰贝
格也认为，未来汽车不只是
代步工具，会成为超越移动
本身的内容和服务载体。
从技术变化和商业价值两
个维度来看，自动驾驶和移
动共享最具颠覆性。万物
互联将使汽车由信息孤岛
成为一个汇通的海洋，自动
驾驶将使汽车自由移动成
为可能，所有的技术会推动
共享经济实现。

“新四化”大潮将至

渐入现实的未来

近日，“中国南北厨王邀请赛暨世界烹饪大师评选活动”在七彩澜湾业主
餐厅举行。

近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汽车展上展出的丰田电动概念车。新华社发

海口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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