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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4月16日，超800年历史的“世界
珍宝”巴黎圣母院突遭火灾，93米高的
标志性塔尖坍塌，木质屋顶焚毁，所幸
主体结构和两座标志性的塔楼在消防
员的扑救下保存完好。更为幸运的
是，大多数珍贵艺术品都得以保存。

巴黎圣母院标志性的飞拱、玫瑰
窗和肋骨拱顶结构，被认为是法国哥
特式建筑的最佳典范之一。此次大
火，最让人痛惜的是倒塌的尖塔。东
南大学建筑学院周琦教授告诉记者，
这个尖塔是哥特式建筑最早期的标
志，高高耸入天空代表着对上帝无限
的虔诚。事实上，这个倒塌的尖塔，也
并非巴黎圣母院“原装”。原始尖顶是
与双塔大致同一时期盖成，为木质构
造，在经历数百年风吹雨打后，早已腐
朽不堪。18 世纪时，该木质尖顶被移

除，后经过重新修复，才再次面世。
总之，巴黎圣母院不是一开始就

这个样子的，中间有拆除、改造、扩建，
所以没有所谓的“本来的样子”。800
多年的岁月里，她一直是动态的。

“巴黎圣母院目前正在进行大规
模的翻新工程，起火可能与此有关。”
周教授解释道，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
构主要体现于墙体券拱与穹顶结构，
动辄几百上千年的文物挺常见。“从砖
石结构上来说是不容易着火的。”

此次大火后，巴黎圣母院需要多
久才能修复好？“巴黎圣母院的砖石结
构是基本完好的，只是表面烧掉，后期
需要进行损害检测，替换掉毁坏掉的
部分再进行加固。”周琦教授说，“预计
5 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修复好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火灾发生后，有专门
的基金会、机构和人士已经对巴黎圣
母院进行了数字化的扫描记录，建立
有专门的网站，使得它可以在数字世
界里永存。早在几年前，巴黎圣母院
详细的 3D 地图已经制作了出来，瓦萨
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安德鲁·塔伦之
前使用激光扫描仪，创建了一个完美
精确的巴黎圣母院模型。

塔伦于去年 11 月去世，但他生前
曾告诉媒体：“把激光束安装在三脚架
上，扫描巴黎圣母院内部周围，并测量
扫描仪与它扫到的每个点之间的距离，
每一次测量都用一个色点表示，累积起
来就形成了一幅三维图像。按照这种
方式，扫描的精确度在5毫米以内。”用
于三维存档的技术叫做三维激光扫描/
激光雷达，可以精确地（1-2mm 精度）、

快速地（每秒测量数十万个点）获取建
筑的三维几何信息。依据保存的精确
数据，可以完美地重建巴黎圣母院受
损部分。

“法国也开展了国际性建筑师竞
赛，邀请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提交重建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尖顶的设计方案。”
周教授介绍，目前建筑界和文保界的
许多专家都对巴黎圣母院的修复方案
展开猜想，主要分成两种想法，一种是
争取完全恢复巴黎圣母院原状，另一
种是通过全新样式的巴黎圣母院，来
呈现我们这个时代技术和挑战的新尖
顶。所以巴黎圣母院是将修旧如旧，
还是采用新的结构、新的材料成为另
外一个样子，可能是接下来需要关注
的焦点。

本报记者 张 宣 实习生 施静雯

巴黎圣母院怎么修？东大教授谈猜想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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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古生物学家4月18日表示，
一种长有超大尖牙、活在2300万年
前肯尼亚大草原的巨型狮子，可能是
史上最大的肉食哺乳类动物之一。

据报道，研究团队在《古脊椎动
物学期刊》上刊出新的研究发现。
研究人员挖出这个名为 Simbakub-
wa kutokaafrika（斯瓦希里语，意
为非洲巨狮）新物种的下颚、牙齿与
部分骨骼。

据估算，巨狮体重可能达到 1.5
吨。研究人员说：“非洲巨狮是极为
特殊的超大肉食动物，明显大于现
代狮子，很可能比北极熊还大。”

报道称，巨狮的化石早在数十
年前即被发现，却一直被埋没于肯
尼亚一间博物馆内。重新发现并研
究它，有助于研究大型肉食哺乳类
如何演化及灭绝的历史。

中新网

肯尼亚发现

史前巨狮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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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车既有“黑科技”也有
“暖科技”

关于未来汽车的猜想，似乎都在
2019上海国际车展上了。

智能网联、自动驾驶、5G、AI⋯⋯
新兴尖端技术纷纷用在了各大车企
的概念车型上，同时，注重人与科技
的交融、提升功能体验成为关注焦
点，汽车领域里的“黑科技”正逐渐变
为“暖科技”。

流动感的玫瑰金色车身，宽大的
对开式车门和一体式座椅，宝马概念
车 BMW Vision iNEXT 的内部空间
更像是一个会客厅。除驾驶舱的方
向盘和显示屏外，车上再没有其他屏
幕或按钮，用手指在内饰的木质或织
物表面就可进行多种功能操作，织物
内部的光点会如彗星般跟随手指的
方向移动，科幻感十足。据介绍，这
采用的是结合了智能个人助理、智能
材质和智能光束的“Shy Tech”隐形
创新科技。

此外，这台概念车的方向盘、加
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的设计也是相当
贴心：在主动驾驶模式下，方向盘自
动伸出，便于驾驶者操作；在自动驾
驶模式下，方向盘则收回，加速踏板
及制动踏板也同样收回到跟地板一
样平，为驾乘者腾出可享受娱乐的舒
适安全的空间。

未来并不遥远，概念也不止于概
念，这款“未来之车”将于 2021 年实
现量产，两年后就将进入我们的生
活。作为一款纯电动智能网联车，它

将提供 L3 自动驾驶功能，并在技术
上达到 L4 自动驾驶水平，纯电续航
里程可达600公里。

概念车 AI：ME 是今年奥迪展台
的中心车型，顾名思义，AI代表智能，
ME 代表用户，其命名透露出奥迪关
于未来城市出行的理念——人车交
互。AI：ME 的前脸采用了大量的菱
形纹理的数字矩阵大灯，内部设有微
型矩阵投影仪，可在前方道路投影出
简洁易懂的符号，还可通过强度较弱
的整体照明，为其他道路使用者点亮
周边环境。

由此可以看出，未来汽车不仅仅
以车内乘客为中心，还将站在智慧城
市、智慧交通的角度，为周边环境和
道路考虑更多。

AI：ME 也是采用电动驱动，配备
L4阶段自动驾驶技术，搭载丰富的车
载信息娱乐系统，为用户打造家庭和
工作场所以外的“第三空间”。不过，官
方透露该车不会量产，只是对奥迪未
来十年内的电动车设计方向的前瞻。

丰田的概念车则完全抛弃了驾
驶员，在其环形展台上，三台无人驾
驶概念车尺寸不一，分别适合二人世
界、小家庭和公共交通，在车里可以
实现办公、健身、唱歌、睡觉等场景。

确 定 电 动 化 产 品 为 未 来
10年主要技术路线

记者通过实地探馆发现，几乎每
家车企都带来了“新四化”趋势下的
产品。据相关数据统计，本届上海国
际车展展出130多款新能源车型，其

中纯电动车型近 100 款，此外，还出
现了 L3 级自动驾驶+600 公里续航
的车型，L2 级自动驾驶+500 公里续
航配置则走向普及。

不久前，三大德国车企确定了以
电动化产品为未来 10 年的主要技术
路线。“未来出行的特征将是可持续、全
面互联和自动化，而中国将在出行领
域的发展中占据领导地位。”宝马集团
负责客户、品牌及销售业务的董事诺
达先生表示。本届上海国际车展上，
宝马展示了新纯电动BMW i3快充款
等多款新能源汽车，纯电动BMW iX3
也将于明年在沈阳工厂投产。

正在舆论风波中的奔驰，也重申
了旗下首款纯电 SUV EQC 今年将在
国内开始生产的消息。

大众则给出了详细数字：计划于
2028 年前生产 2200 万辆纯电动
汽车，其中一半以上将产自中国。

首辟“未来出行展区”，科
技厂商深度介入

“新四化”趋势下，新型尖端科技
在汽车上的应用已成为必然趋势，今
年，上海国际车展首次开辟“未来出
行展区”，记者发现，中移智行、地平
线、AliOS、小马智行、禾多科技等十
多家风头正健的科技企业悉数到场，
纷纷展示车联网、无人驾驶、激光雷
达、芯片、高精定位和地图等引领汽
车行业未来发展的最新技术。

4 月 11 日刚拿下江苏省智能网
联道路测试牌照的禾多科技，此次重
点推出的是两大核心产品：高速公路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HoloPilot 和智能
代客泊车解决方案HoloParking。禾
多科技已于今年年初入驻苏州高铁
新城，此外也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
组建了研发团队。

在南京设有研发中心的人工智
能企业地平线，则展示了多模态人车
互动解决方案、涵盖语音交互与车内
视觉感知的多模融合方案、众包高精
建图与定位方案等。据介绍，其自动
驾驶计算平台 Matrix 已供货给全
球顶级自动驾驶汽车企业。

与科技厂商更深度的合作、重新
打造车机系统、重新思考用户体验，
汽车产业供应链已经发生改变。

“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是中国汽车
工业腾飞的机会，汽车产业和ICT（信
息、通信技术）产业将互相进入融合阶
段。”4月17日，在上海国际车展汽车
关键技术论坛上，第一次参加车展的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作了题为《迎
接汽车产业与 ICT 产业的融合》的演
讲。他认为，基于网络连接，未来汽车
将不断带来新的价值，好比智能手机
之于传统手机的变革；车内娱乐系统
与智能终端相融合，将打通手机、车
机、家庭无缝结合；而在安全方面，汽
车将是一个网络设备和超级系统，所
以对于智能汽车安全的考虑要从传统
的人身安全进入到可信的安全层面。

徐直军说，基于ICT技术，华为将
成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
商”，提供链接、计算平台、华为云、智
能终端生态等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蔡姝雯 文/摄

上海车展传递上海车展传递““新四化新四化””信信号号——

未来汽车将成智能生活未来汽车将成智能生活““第三空间第三空间””
随着自动驾驶随着自动驾驶、、信息通信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通信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大车企正积极践行着关于未来出各大车企正积极践行着关于未来出

行的构想行的构想。。44月月1616日至日至2525日日，，以以““共创共创··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上海国际车展在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上海国际车展在

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在这个新技术在这个新技术、、新概念新概念、、新产品的云集之地新产品的云集之地，，集最新科技和设计理集最新科技和设计理

念于一身的各种概念车念于一身的各种概念车，，诠释着汽车诠释着汽车““新四化新四化””（（电动化电动化、、智能化智能化、、网联化网联化、、共享化共享化））的深的深

刻内涵刻内涵，，科技与人的深度交互科技与人的深度交互，，将使未来汽车成为家和工作场所之外的将使未来汽车成为家和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

一个人的胖瘦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是“天生的”？一个国际团队近日
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
们开发出一套通过基因检测评估肥
胖风险的评分系统，仅通过一个分值
就可以预知肥胖风险。

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30万人基
因中约210万种常见基因变异，在综
合考虑这些变异可能对体重产生的
影响后，开发出一套名为“多基因风
险评分”的肥胖风险评分系统。

随后，研究人员用另外约 30 万
人的数据验证这套评分系统。结果
显示，肥胖风险评分最高的人群中，
83%的人确实超重或肥胖，17%的人
正常，0.2%的人体重过低。

研究还显示，肥胖风险评分最高
的那部分成年人平均比评分最低的
成年人重 13 公斤，并且前者重度肥
胖的风险是后者的25倍。

另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评分
反映出的肥胖风险在生命早期已十
分明显。大约3岁时，评分不同的人
体重差异开始变得显著。到 18 岁
时，评分最高的人平均比评分最低的
人重12公斤。

论文作者之一、美国马萨诸塞综
合医院研究人员塞卡尔·凯西雷森
说，评分结果不仅关乎体重，如果一
个人肥胖风险较高，那么患心脏病、
中风、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风险
也会提高。如果在儿童时期就通过
基因检测获知肥胖风险，或许有助于
父母和医生尽早干预。

不过，这种依据基因评估肥胖风
险的方法也引来不少争议。有专家
认为，决定一个人胖瘦的不只是基
因，还包括饮食、运动等环境因素，仅
凭基因检测无法准确预测肥胖风
险。检测结果或许有助减少某些肥
胖案例，但也可能使某些肥胖风险高
的人怪罪基因，从而自暴自弃。

新华社

“多基因风险评分”

可预知肥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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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泾 县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公 开 出 让 公 告
泾自然资规告字［2019］第4号

经泾县人民政府批准，泾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出让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概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1、土地开发程度和供地条件：净地，地块以拆除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

现状土地条件由出让方负责交付。地块内空中杆线、地下管线，由出让方
负责勘验、迁移。竞得人须保持地块周边原有水系畅通。

2、土地出让价款的支付：可分期支付，即出让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交
纳不低于 60%的成交价款，余款在半年内交清（竞买保证金全部抵付出让
价款）。分期支付成交价款的，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成交价款时，竞得
人应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成交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
出让人支付利息。竞得人交清成交价款、契税和相关规费后，方可申请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

3、土地交付：2019-06号地块土地在竞得人交清首期价款后三个月内

交付；2019-07号地块土地在竞得人交清首期价款后一个月内交付。
4、竞得人应严格按照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的

要求实施建设（详见竞买资料）。
5、该地块为有底价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二、竞买资格和手续办理
1、竞买人应单独申请。竞买人须为公司法人，公司法人或其所在母

公司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房地产三级以上（含三级）开发资质，竞买
人除应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外，还应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
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
明、人民银行的企业信用报告、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等材料(具体材料清单
详见竞买资料)。同时,根据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 《规划设计条

件》第 16 款规定，为便于 2019-06 号，2019-07 号相邻宗地统一规划建
设、统一管理，申请人在竞买报名时，须同时申请两宗地块竞买资格(缴纳
两宗地块竞买保证金)，同时参加两宗地块竞买报价。

2、有以下四种行为的公司法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报名：一是在泾县
范围内曾取得房地产开发建设用地且因自身原因未按期开发的;二是截
至目前在本县仍然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是截至目前在本县仍然拖欠农民
工工资且有违法犯罪记录的;四是安徽省自然资源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
失信惩戒信息的。

3、县政府将组织县法院、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住建（房管）局、县市
场监管局、县数据资源管理局以及金融等相关部门对竞买人资格（资质、业
绩、信用等方面）进行审查（审查内容详见竞买资料）。

4、本次公开出让由泾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泾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
中心承办。(竞买资料电子档详见: http://www.ahjx.gov.cn/openness-
Content/?branch_id=5720870ad09491e8c76d4915&column_code=
170300出让公告附件)。

三、出让方式
1、地块以总价出让。2报名竞买者超过三家（含三家），以拍卖方式出

让，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 16 时；报名竞买者不足
三家，以挂牌方式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2 日 16

时；挂牌截止时，如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四、出让时间、地点
公开拍卖时间、地点：2019 年 5 月 14 日 10 时在泾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举行。
公开挂牌时间、地点：2019年5月14日9时至2019年5月22日16时

在泾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揭牌时间、地点：2019年5月23日10时在
泾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

五、联系方式与竞买保证金账户
联系人：万俊 邓妮 左雯
联系电话：0563-5123237；0563-5124212
联系地址：泾县稼祥南路 170 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泾县桃花潭东路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单位：泾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泾县支行
账号:100230061890010001
安徽泾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20000327748510300000026

泾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4日

地块编号

2019-06

2019-07

地块名称

泾县桃花潭东路与财富路交
叉口西北侧01地块

泾县桃花潭东路与财富路交
叉口西北侧02地块

土地面积
(㎡)

65044

34464

土地
用途

住宅

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容积率≤1.6

1.0≤容积率≤1.6

建筑密度

≤26%

≤26%

绿地率

≥30%

≥30%

出让年限
(年)

70

70

起始价
(万元)

20490

10876

每次增价幅度
(万元)

100

1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000

660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