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上海紧急暂停了大部分类
住宅项目的销售之后，重庆楼市
又迎来异动，该市国土房管局紧
急采取措施严控房价——楼市暴
风雨要来了？

重庆紧急严控房价

重庆楼市最近吸引了无数眼
球。近期，各类重庆楼市要涨的
声音不绝于耳。针对有媒体报道
一些购房者组团“打飞的”前往重
庆“炒房”的现象，重庆下发了《关
于加强主城区商品房项目预售方
案管理的通知》。

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严格
预售方案备案、加强备案价格审
查、严格预售方案变更和严格预
售方案执行。

同时采取三大措施：
一是严格执行预售价格申

报、申报价格审查和价格变更备
案规定。预售价格经备案后，开

发企业应按规定执行，若要调整
预售价格的，必须提供调价依据，
理由不充分、不合理的，不办理变
更备案。

二是严格规范销售行为。严
禁以认购、预订、排号、发卡等方
式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金、预订
款等费用。严禁以捏造或发布虚
假信息哄抬房价等。

三 是 进 一 步 加 大 执 法 力
度。对拒不整改的企业，将采取
暂停项目网上签约、暂停交易登
记以及暂停资产转移登记手续
办理、吊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
措施。

这是10天之内，重庆官方对
房地产市场的第二次表态。

上海整顿商住类项目

1月6日晚间，上海市房地产
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发生
重大变化，上海“办公”性质的一
手房中，有大量项目“暂停销售”。

这些暂停销售的项目，全部
是办公性质的公寓——公寓式办
公楼，也就是俗称的“商住”。统
计发现，上海共有 128 个项目被

暂停销售(不含金山区)，其中嘉
定、松江、青浦和浦东新区分别为
30、17、16和15个。

对此，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发声了。官方明确
回应，部分商办项目被暂停网签，
主要原因就是两点：

一是擅自改变房屋单元空间
分割、私自接通燃气管道等改变
房屋使用性质情况，使得房屋结
构、消防等存在安全隐患。

二是一些项目在销售中进行
虚假宣传，严重误导购房人。

不过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目前暂停销售可以看作是进一步
的动作，后续会否再有动作不得
而知。停止销售或是政策出台执
行的前奏。

楼市暴风雨要来了？

2016 年北京商住市场过火
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视，根据21世
纪经济报道，北京市高层表示“坚
决不能再新增商住”、“商办用地
暂停上市”。

2016 年 5 月，北京市住建委
发布针对通州区的商住限购。在

政策高压以及商住整顿风暴笼罩
下，北京商住项目四季度终于掉头
向下，最终走出了高开低走的行情。

而 2016 年出现了深圳楼市有
史以来商务公寓的最大市场供应
量，加之2017年深圳有三成新入市
项目是商住公寓。如果深圳跟进商
住限购政策的话，对今年楼市的影
响可想而知。

不过现下，很多人认为一线城
市房价下跌不大可能，事实上，一线
城市房价永远涨的魔咒已被打破！

近日，深圳市公布了 2016 年
12 月深圳房地产市场数据。其中，
新建住宅成交 2161 套，成交均价
54946元/平方米，环比下跌26%和
0.1%，成交均价已经连续三个月出
现环比下跌。

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市场在京
八条影响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降
温。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
显示，四季度北京合计成交商品
房 住 宅 只 有 11565 套 ，环 比 三 季
度下调幅度达到了 42%。2016 年
12 月，北京市新建商品住房成交
均 价 已 回 调 到 3.82 万 元/平 方 米
的水平。

上海也不例外。据上海中原地

产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上海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仅64.9万平方米，
环比增加7.6%，同比下滑65.6%，这
一数值也是5年来同期最低。

2017年，房价是涨是跌？

展望2017年，每个人都会关心
的显然是楼市，2016 年，即使是在
政府严格的限购政策之下，楼市依
然大涨，那么今年这种火爆行情能
否延续呢？

从政策面来看，国家已经定调，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
以严格的限购限贷政策恐怕还会延
续，房子的投资成本将会上升。但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房价涨跌的核
心因素还是供需，在不少一二线城
市，土地供应依旧紧张。

同时下半年的限购和暂缓预售
证，也让很多前期高价地开发的楼
盘并未入市。而在新的一年，这些
高价盘必然会逐渐入市，2017年楼
市的分化或将更加明显，部分供应
紧张的城市的房价还会维持较高水
平，而更多的供应过剩的三四线城
市房价会出现明显回调。

摘自《央视财经》

上海、重庆楼市突发异动——

暴风雨真要来了？

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要闻一部主办 编辑:陈欢 姜小莉 财经·科海导航 A5

财经 头条

昨日 股市

财经 资讯

财经 关注

更 多 科 普 知 识 请 登 录
常 州 科 普 资 源 网（http://
www.cz- pzy.com）或 关 注

“ 龙 城 科 普 ”微 信 订 阅 号
（二 维 码 见 右）。

2017年第

期2

科海
导航

来稿请寄：
大庙弄32号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邮编：213003
电子邮箱：czkxbgs@163.com
网址：kx.changzhou.gov.cn

常州日报与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办

创客之家创客之家

科技观察科技观察

科技视窗科技视窗

这是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
身的女子，且极具灵性与个性。
记者见到常州魔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玲的第一眼，便有
此挥之不去的印象。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浑身充满正
能量的常州女孩，自信、坚定，有着
自己明确的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

“喜欢公仔、设计、恶趣味、潮
牌、吃货、玩乐主义、女王、软妹
⋯⋯，这些杂七杂八的关键词组
合起来，就构成了我。”生于80后
的朱玲曾这样定义自己，一个矛
盾而又统一的综合体，一个潮流
范的女设计师。

从小喜欢绘画的她，在小学
时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做
一名漫画家。为了追求喜爱的艺
术和绘画，更多渠道增长见识，大
学她选择了播音主持专业。“这门
专业，会学习摄影、摄像、化妆、新
闻等，学的专业比较广，对我未来

想做的事业有帮助。”朱玲认为，
自己更偏向于创造类的艺术，而
不单单是拼技术的学院派，因此
一个人的见识比技术更重要，对
创新能带来更多帮助，否则思维
可能会被框死。因此，大学里，反
而常常在艺术系看到她的身影，
也就不足为奇。

毕业后的朱玲为了看看牛人
是怎么做动漫的，毅然来到广州，
学习了平面、动画、后期、插画等
各种技术。“在艺术的圈子里，为
了生存你必须什么都要会。”朱玲
说，在广州三年，她练就的是技术
和品牌管理。2009 年，回到常州
后，她任职于几家知名企业负责
品 牌 以 及 商 品 部 的 管 理 ，X-
POW 就是在那时诞生，也让她
在常州动漫圈子小露身手。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被太
多的东西所束缚。而我设计的
X-POW 公仔带着钢盔，大脑袋
直挺挺地昂着，四肢微微倔强地
张开，一半表皮被完全撕去袒露
出里面的真实，而完全透明的机
械骨架同样地保持着倔强的姿
势。”朱玲说，她要通过这个公仔

来表达一种想要挣脱的感觉。
X-POW诞生后也创造了一

个奇迹。该项目在淘宝发起众
筹，一个月内就筹得资金20多万
元，获得支持人数达 1200 多人，
众筹完成率366%。

创业，也是为了离自己的目
标更近一步。

去年 5 月，朱玲带着一群年
轻人在恒生科技园开启梦想第一
步。一个月后，潮牌 MOFOR 成
为公司推出的第一个产品，类似
Q 版的佛像，即用艺术的手法展
示佛文化。 在 MOFOR 宣传单
页上，这样写道：佛？亦或是魔？
太极的黑白，方向的左右，和谐一
体，却互相撕扯，躁动不安。犹如
我们那真实却充满各种矛盾的人
生。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
咫尺天涯⋯⋯

MOFOR 有几个系列。记
者看到，其中市井文化系列，把石
敢当、骑楼、围棋棋盘、公鸡、舞
狮、蒸汽机车（老火车）、留声机、
旗袍等富有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
元素都集中在 MOFOR 的头上，
而每一个老物件的背后都有一段

耐人寻味故事。
“我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人，好

的作品可以永远流传下来，它也是
我性格的缩影。”朱玲认为人生就是
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亦佛亦魔，她希
望通过 MOFOR 形象，引起人们对
人生两面性的思考，探究更深的人
性，当然也更加珍惜眼前的美好。
因此，用户消费的不仅是一张图，一
个摆设，而是背后的内涵和文化。

MOFOR 形象获得众多合作

厂商的认可，被授权印在手机壳、T
恤、u 盘、移动电源、ipad 周边、公
仔、食品等商品上。其中，公司与双
桂坊合作的月饼，10 天就销售 15
万元。MOFOR 形象也受到用户
的喜爱和追捧，有很多网友评价期
待创艺出更多的系列产品。

对人生的计划中，她这样说：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最好，但我会
尽我所能，倾我所有！”

姜小莉

——访常州魔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玲

常 州 潮 女 孩

“医疗机器人在我国发展迅
猛，截至去年 10 月 28 日，全国共
装机 59 台，完成手术 35273 例，
其中泌尿外科手术超过 2/5。机
器人做手术是未来现代外科的发
展 方 向 ，但 目 前 仍存在很多不
足。”2016 年 10 月 29—30 日，首
届世界医疗机器人大会在深圳召
开，会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泌尿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泌尿
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黄健说。

为 什么要引入机器人做手
术？黄健认为，传统开放手术对患
者创伤大，难以暴露深部器官；腹
腔镜手术器械灵活性受限，而且手
术者容易职业疲劳。在这种情况
下，引入机器人就非常必要，它可

以做非常复杂的微创型手术，触及
一些很难到达的身体部位，还能避
免因医生疲劳而产生的颤动等。

“当前，美国研发的达芬奇机
器人之所以手术做得好，主要是
其‘看得准，够得着，做得稳。’”黄
健说。

尽管如此，在黄健看来，达芬
奇手术机器人也还只是在模仿外
科医生的手，仍有很多不足，如
笨、钝、粗、少、离等。笨，是说其
只是一个机械臂，就像提线木偶，
需要医生去控制；钝，主要指没有
触觉，与人手不同，不能分辨是正
常的组织还是肿瘤；粗，是说切口
创伤很大，做腹腔镜手术，3—5
毫米的孔就可以进去，而机器人

现在要8毫米；达芬奇现在只有3
个机器臂，可以转换的器械还有
限。“最主要是离，手术者和患者、
助手是分离的，远程操控手术，用
于军用、航天很好。但平时做手
术，医生在深圳，病人在北京，病
人会觉得很不安全，而且万一在
操作中网络断了，或者出现其他
突发情况等，反而是一种风险。”
黄健强调。

黄健希望新一代的手术机器
人能“有思维、看得透、摸得着、体
形小、手脚多”，具有人的思维和
记忆能力，可以制定手术方案、手
术步骤及方法，在手术过程中对
危险操作发出提醒，真正做到灵
活、灵敏、微创和智能。

当前，医疗机器人是全球各国
医疗行业追逐的热点。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 1 月，全球医疗机器人
行业每年营收达到 74.7 亿美元，预
计未来 5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能稳定
在 15.4% ；未 来 将 形 成 万 亿 产 业
链。另有国外调查表明，大约 7 成
医生认为 20 年内将进入人工智能
医疗的时代。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提
高 现 有 医 生 的
水平，实现诊断

“傻瓜化”。
因此，此次

大会发起人、国
家 万 人 计 划 领
军 人 才 孙 立 宁
教 授 认 为 ，药

品、传统器械产业国内外差距较大，
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欧美上百年的
历史积累及沉淀。但在医疗机器人
这一新兴行业，目前中、美、欧都处
于“婴儿期”，中国政府应提早规划，
加大对研发的支持力度，以实现中
国健康产业弯道超车，助力“健康中
国2030”宏伟目标达成。

来源：科技日报

我国手术机器人弯道超车正当其时

去年 11 月，采用悬挂式
空中轨道、锂电池包牵引动力
的世界首条新能源空铁试验线，
在成都试验成功并投入试运行。

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
新能源空铁线，位于双流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唐空

铁产业基地，其全长 1.41 公里，呈 U 字型环绕，设车站一座、
岔道一处、静调库一座，其中试验线轨道梁和桥墩均采用钢结
构，包括“L”形单线桥墩，“Y”形双线桥墩两种。最小曲线半
径30米，最大坡度60‰，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

“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德国、日本之后第三个掌握悬挂式
单轨交通技术的国家。”新能源空铁总设计师、西南交通大学
翟婉明院士说，空铁列车自去年 9 月底挂线后，经过近 2 个月
的调试运行，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

安全性：永远不会脱轨
其安全性、实用性如何，会不会脱轨？受到各方关注，翟

婉明说，在脱轨问题上，车辆行走机构始终封闭于箱形轨道梁
内部，永远不会发生脱轨事故；列车在空中专线上运行也不会
与其他物体碰撞，运营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特别是在新能源电池方面，由于它并未采用德国、日本
的悬挂式单轨交通的沿线高压供电制式，而是首创采用大功
率锂电池能量包作为牵引动力，我们在新能源电池的安全问
题上也采取独特创新设计。”翟婉明说。

成本低、通行能力强
翟婉明认为，极强的城市交通适应性是它的最大优势。

目前与空铁最接近城市轨道交通方式是跨坐式单轨交通即城
市轻轨，但与后者相比空铁的成本更低、通行能力更强，“它最
小转弯半径仅 30 米，最大坡度可达 100‰，这在城市轨道交
通选线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拆迁量。

施工周期短、投资少
同时空铁在建设施工中，通过轻巧的立柱和同样轻巧的

轨道梁架设于空中，占地少且不影响城市原有交通布局，施工
周期短、投资少。“它每公里建设成本仅为地铁的 1/5 到 1/8，
跨坐式单轨交通的 1/2 或 1/3，其轨道梁柱采用工厂预先制
造、现场组装，施工周期仅为地铁的1/5左右。”

啥时候投入商业运营？
“目前看所有技术指标完全适用于以后的实际商业运营

线。”翟婉明说，作为城市立体交通的重要选择，此次空铁试验运
行成功后，下一步将进行全面运营考核，并不断优化系统设计参
数，“作为运行试验来说，它已经取得成功，但具体到商业运营，还
涉及到系统测试优化、性能优化、成本优化等，还要在未来制定相
关技术标准，为今后商业运营线建设奠定基础。”来源：科技日报

世界首条新能源
空中铁路载人“试飞”

本周首个交易日 A 股暂别调整，沪深股指温和走升。创
业板指数表现弱于两市大盘，逆势小幅收跌。两市成交明显
萎缩，总量降至4100亿元附近。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71.24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16.92
点，涨幅为 0.54％。深证成指收报 10331.79 点，涨 42.43 点，
涨幅为 0.41％。创业板指数表现弱于两市大盘，逆势录得
0.17％的跌幅，收报 1961.62 点。尽管股指收红，两市成交出
现明显萎缩，总量降至4100亿元附近。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签订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意味着备受关注的养老
金入市再获新进展。对于增量资金入市的预期，带动 A 股温
和反弹。 据新华社

养老金入市再获进展

A股缩量温和走升

上证综指 3171.24 +16.92 +0.54％
深证成指 10331.79 +42.43 +0.41％

又是一年上市公司预披露年报业绩时间。Wind 资讯统
计，截至 9 日，两市共有 1319 家上市公司披露 2016 年业绩预
告，其中预增、续盈、扭亏、略增的公司家数合计占比超七成。

Wind 资讯数据显示，在已发布业绩预告的这些企业中，
2016 年业绩预增的有 316 家，业绩续盈的 195 家，扭亏 121
家，略增 322 家。业绩预减的公司有 73 家，续亏和首亏的企
业分别达35家、84家。

从板块上看，中小板和创业板延续了2016年三季报的增
长态势，预告的业绩增速较高。其中，843家已披露年报业绩
预告的中小板企业中，10家公司预计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
将超过10倍，193家企业增长上限翻倍。

分行业看，农林牧渔、机械设备、有色金属、休闲服务等行业的
整体净利润水平涨幅较大，在商业贸易、食品饮料、公用事业、通信
等行业，则有相对较多的公司净利润规模同比下降。 据新华社

上市公司2016年业绩预披露
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杭州跨境电商发展
亮点频现。日前，《杭州市关于
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
意见》正式出台，将在龙头企业
引进、跨境电商品牌培育、“单一
窗口”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
等七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进一
步抢占跨境电子商务制高点。

根据《实施意见》，对落户杭
州的跨境电商企业，落户首年跨
境电子商务进出口额超过 1 亿

美元、5000 万美元的，分别给予
不超过 500 万元、100 万元的一
次性资金扶持。

同时，杭州鼓励各类跨境电
子商务交易平台采取措施提高
跨境电子商务成交额。对上年
成交额超过 2000 万美元的跨境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跨境电子商
务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幅 超 过 10％

的，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的资金
扶持；同比增幅超过 20％的，给
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金扶持；
同比增幅超过 50％的，给予不
超过 100 万元的资金扶持。

创品牌也是杭州跨境电商
发展的方向之一。《实施意见》中
新增“鼓励跨境电商品牌培育”
这项内容，对在境外注册自有商

标，并形成跨境电商业绩的企业，
给予不超过注册费用 80％的一次
性扶持，单个企业扶持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对产品通过国际认证、建
立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务分类代
码的企业，形成跨境电商业绩后，
按相关认证服务费用的 80％给予
一次性扶持，每家企业扶持总额不
超过 20 万元。

杭州市跨境电商综试办相关
负责人说，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

“综合园区”在杭州跨境电商综试
区整体架构中将占据核心位置，企
业通过杭州综试区“单一窗口”申
报进出口业务，或者对经认定的市
级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示范园
区，均将根据情况给予扶持。

据新华社

杭州出台跨境电商扶持政策

企业最高奖励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