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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满满都是“黑科技”

记者在中心看到，被动房的围护结构、

高效节能窗、外遮阳系统、新风热回收系

统、综合利用可再生新能源等统统通过实

物、模型、效果视频来展现，科技感十足。

打开一扇厚厚的门，可以穿过中心进

入被动房样板间，这个100平方米大的房

子从外观上看与普通的房子并没有区别，

但事实上，这里满满地都是“黑科技”。据

工作人员介绍，被动房的墙体有240毫米

厚，比一般房屋厚160毫米，这是因为采用

了石墨聚苯板，相当于给建筑穿了一层“厚

棉袄”，能充分阻隔热交换，将房屋外围损

失的热量降到最低，所以这样的被动房不

用再铺设供暖管道，也无需集中供暖。

为了使被动房建筑拥有更好的空气

品质，被动房采用具有85%超高热回收效

率的新风机，24小时不间断的空气置换，

将空气中的污染物、杂质、PM2.5通通过滤

掉，让干净的新风不断送入室内，使建筑

更像是一个“保温杯”，始终保持室内恒温

恒湿，更好地凸显被动房的建筑优势。

据了解，目前公屋二期4号、5号楼是

世界首个德国PHI认证新建高层住宅，正

按照德国被动房建筑技术标准设计建造，建

成后可以最大化降低在使用过程中对能耗

的需求，节能率可达91%，年能耗费用可节

约30万元，二氧化碳减排量可达27万吨。

区域绿色建筑发展提速

“生态城是全国首个提出绿色建筑

100%目标的城区，而且也达到了100%的

目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新加坡

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

在今年举办的中新国际绿色建筑论坛上

这样说。记者了解到，从2008年开始，生

态城便一直带着这个目标去实践。经过

十年的发展，目前生态城的建筑全部达到

绿色建筑标准，是全国绿色建筑最为密集

的地区之一，而被动房建设取得的突破也

在推动生态城绿色建筑发展快速步入新

的阶段。

记者了解到，生态城目前已开工建设

200余个项目，绿色建筑面积达1380万平

方米，90个项目获得国家绿色建筑标识，

其中51个项目获得国家三星级标识、4个

项目获得国家绿色建筑创新奖。除了被

动房之外，生态城也在进行装配式建筑落

地的尝试，力图节省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大大提升建筑的环保性。近年来，生态城

还在全国首创绿色建筑地方评价标准与

国家评价标准对标统一，从设计、施工到

运营出台了一套全生命周期绿色建筑管

理规范，并成功地将这些经验输出到了曹

妃甸等地，为生态城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

绿色建筑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方向。

生态城绿色建筑成全国“样板间”
■ 时报记者 王梓 报道

被动房安装的多层密封窗降低了
房屋的能耗 记者 贾成龙 摄

不久前，生态城公屋二期“被
动房”技术及实践展示中心建设
完工，将成为生态城介绍被动房
技术理念以及项目应用情况的重
要窗口。与此同时，位于生态城
公屋二期4号、5号楼的被动房项
目也已经封顶，成为生态城绿色
建筑发展中的又一项突破。

据了解，作为中新两国政府
的重大合作项目、世界上第一个
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生
态城在绿色建筑区域化发展方面
进行了初步探索，生态城在建设
之初，就提出要实现100%绿色
建筑。目前，生态城已经开工的
1380万平方米建筑均达到100%
绿色建筑标准。在此基础上，生
态城积极引进利用被动房技术，
为生态城绿色建筑建设提供了示
范，“被动房”技术及实践展示中
心的完工以及被动房项目的封顶
也在为区域绿色建筑发展蓄积能
量，期待更大的发展。

日前，记者来到了刚刚建成
的生态城“被动房”技术及实践展
示中心，探秘“未来的房子”。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随着春节临近，

“年货大战”线上线下齐上演，市民也开启年

货大采购。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新区多数

商超的“年货大街”集中亮相，年味商品销

量看涨。电商平台则推出年货节活动，抢占

春节市场。

记者一走进新区多家大型超市，浓郁的

年味就扑面而来。其中，春联、“福”字、红灯

笼、中国结等传统节日用品一应俱全，糖瓜、

年糕等年节食品纷纷上市，各类糖果干货、保

健品、进口零食、白酒红酒礼盒等春节礼盒摆

满货架。

“以往节前45天都纳入超市年货商品备

货计划，但随着市民购物日趋理性化，超市

春节前备货期也调整到节前 20 天和正月上

旬。通常小年前后将迎来年货销售高峰，届

时走亲访友的常用礼品将迎来热卖。”新区

一家大型超市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超市加大节前备货量，并推出主打酒水、糖

果干货等商品的“年货一条街”，方便市民

选购。记者注意到，目前礼盒类产品仍是

年货主推商品之一，售价多在 200 元以内。

销售人员介绍说：“今年年货礼盒新增谷类、

菌类等，价格也更加亲民，平价礼盒更畅销，

售价最低仅为三四十元。”

同时，记者也发现，为了抢占春节市场

份额，新区不少商场、超市在加大备货量的

同时，还推出“满50元返50元、满100元立减

50 元”等促销活动。此外，商家更注重年货

消费购物体验，在小程序、公众号上推出“在

线购物扫码立减”的年货节活动，让市民购物

更便利。“如今简单登录APP，米面粮油、饮料

啤酒、休闲食品等年货商品都能在手机上买

到，不用排队结账，还有满 25 元减 15 元等多

种优惠券，方便又实惠。”市民张小姐表示。

各大电商平台也不甘示弱，推出“囤年

货、送年礼、买洋货、办土货”等促销活动，促

销商品涵盖食品饮料、酒水、服装、家电等各

类产品，折扣、优惠券、秒杀等活动更是轮番

上演。记者发现，不少电商年货节瞄准特色、

年味牌。以网易严选为例，其将传统中国味

带回家作为严选今年年货节的主题，并推出

原创定制系列产品。

猪年春节临近
“年货大战”开打

赋予区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

格、简化医疗器械进境注册或备案手续、

对符合条件的人用疫苗等实施便利化查

验……记者昨日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获悉，我国近期将出台政策，以21项

具体任务举措助推综合保税区实现高水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海关总署副署长李国在吹风会上告

诉媒体记者，我国现有140个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其中综合保税区96个；目前新设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统一命名为综合保税

区，原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正加快整合

优化为综合保税区”。

他介绍，海关总署会同国家税务总

局、商务部等14个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

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近日将正式印发实施。若

干意见提出了21项具体任务举措，将推

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

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

务中心”。

如何保障“五大中心”落地生效？李

国逐一对每个中心的建设加以介绍。以

打造加工制造中心为例，即将出台的政

策提出赋予区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资格；允许拟入区企业进口自用机器设

备等，自国务院批准设立综合保税区之

日起即提前适用相关的免税政策；允许

区内企业承接国内委托加工业务；免除

手机、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内销环节自动

进口许可证。

据了解，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是综

保区内加工企业最为迫切的诉求之一。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王道

树说，这个政策设计有两方面创新，一是

区内企业向境内区外企业销售产品，可以

直接向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可

以获得抵扣；二是区内企业从境内区外企

业购买原材料或者承接区外委托加工业

务，可以向对方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以

用于抵扣。

“基于这样的政策设计，海关特殊监管

区内的企业‘跟国内做生意’更加便利。同

时，企业开展‘两头在外’的业务，在这个政

策设计下仍然不受影响。”他说，“从而较

好地满足了企业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和利用两种资源的诉求。” 据新华社

我国拟推21条举措为综保区升级“开道”

被动房概念起源于德国，通过

采用各种节能技术构造最佳的建

筑围护结构，最大限度地提高建筑

保温隔热和气密性，使建筑的采暖

和制冷需求降到最低，主要依靠太

阳辐射得热、建筑室内人体和设备

的散热，来维持冬季室温。

名词解释

何为“被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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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确认逮捕一名美国公民

在今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上，美国一家名为“不可能食
品”的公司发布了一款“人造牛肉”汉
堡包。该公司的快餐卡车在会场外
免费派送1.2万个这种汉堡包。

这款名为“不可能汉堡包”的食品
以植物为原料，完全不含麸质、胆固
醇、动物激素和抗生素，却有着与纯正
牛肉一样的口感，铁、蛋白质等营养含
量也大致相当，但热量却更低。

据悉，这款汉堡包将在美国
5000多家餐厅销售。“我们希望通过

‘人造肉’的方式，用植物代替动物，
既满足肉食爱好者的口感需求，保证
营养丰富均衡，同时又降低食品产业
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能
耗，促进全球食物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不可能食品”公司席执行官、斯
坦福大学生物化学荣誉教授帕特里
克·布朗对新华社记者说。

据布朗介绍，肉类之所以具有一
种特殊的“肉香”，是因为肉类中含有
一种叫血红素的分子，这是影响香味
和口感的关键。研究人员利用基因技
术从植物中提取并发酵成一种大豆血
红蛋白，这与人类日常所食用和吸收
的血红素成分相同。因此，包含这种
大豆血红蛋白的素肉口感和真肉一
样，完全能满足嗅觉和味蕾的需求。

记者在现场品尝了一下，经过煎
烤的人造牛肉饼香酥嫩滑，口感与真正
的牛肉无异。据了解，这种以植物为原
料的技术可以生产几乎所有类型的素
肉，包括“人造”牛肉、猪肉、鸡肉和鱼
肉，以及奶酪、酸奶、牛奶和奶油等。

“人造肉”兴起的背后是人类饮
食方式的变革。不过，消费者对“人
造肉”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以及食品的
安全可靠性，将是合成肉技术未来能
否拥有市场的关键。 据新华社

可折叠手机、助眠音乐盒、机器人“骑士”

CES展：直击未来“黑科技”

“Alexa，帮我播放一下昨晚听的那首

歌，再查查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中餐，帮

我订个位……”这不是在打电话，而是在

给车载智能语音助手“派活儿”。

现代都市人每天有相当长的时间在

车里度过。如何让车内时光变得更加愉

悦、高效，让每次出行更安全？CES上的

高科技呈现了一些解决路径。

人脸识别解锁、指纹启动、驾驶界面

超大共享全屏、个人偏好的跟踪记录、3D

车载娱乐系统，这些都将优化驾乘体

验。智能语音助手则可以帮助你导航、

订餐厅、安排日程、遥控家里的电器……

多家智能电动车企业展示了充满未来感

的高科技移动数字座舱，让出行更便捷

愉悦。

以拜腾智能电动车上的48英寸共享

全屏为例，这款超大尺寸车载屏会根据环

境光照变化自动调节明暗，屏幕位置经过

反复论证，确保不会影响驾驶员视线。

在未来万物互联的时代，每辆汽车都

会有自己的“朋友圈”，车与车之间还能建

“群聊”。高通在CES上展示的蜂窝车联

网技术（C-V2X），将车与车、人、路、网通

联。无论是转弯视线受阻，或是前车刹车

或变道、前方出现行人，车辆都会及时提

醒驾驶员，或由车载系统自动作出准确反

应，使出行更加安全。 据新华社

“虚拟现实”连体服、机器人

“骑士”、可折叠手机、助眠音乐

盒、“人造”牛肉……众多你想得

到的和想不到的“黑科技”，都可

以在2019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电

子展（CES）上一睹为快。

作为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

的消费电子展会，CES汇聚全球

最前沿的技术和产品，更是一个

看向未来的万花筒。这些新科技

距离我们有多远？将如何影响和

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一

起从几个小场景中找寻答案。

父母在婴儿床边俯身查看或照料宝

宝，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家庭画面。有没

有想过，在婴儿的眼中，父母是什么样子？

CES 上展出的一款宝宝卡通摄像

头，粘在孩子胸前，可以记录下“宝宝视

角”看到的父母模样，以及父母对其悉心

照料的点滴瞬间。随着孩子长大，摄像

头也会记录下父母的容颜变化，珍藏下

一个个温馨画面。

韩国公司Monit推出的一款智能纸

尿裤，上面带有一枚饼干大小的感应器。

感应器能通过感知湿度来识别孩子的大

小便，及时通过蓝牙向手机发送提示信

息，便于父母及时为孩子更换。这款纸尿

裤还能记录婴儿排便及睡眠的相关信息。

教育机器人、自编故事播放机、儿童

睡眠监测仪、婴儿监控器……在CES 上

可以感受到，智能设备已全方位渗透至

育儿领域。进入智能时代，母婴和育儿

有望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

高科技的不断发展，让美容美妆

界也掀起一波波智能热潮。CES上展

示的许多美颜“黑科技”让人眼花缭

乱，包括使用自然原料一键制作护

肤品的美容仪、能够分析头发健康

程度的“魔杖”、语音操控的浴室“魔

镜”等等。

出门该如何穿搭？涂什么色号的

口红和眼影？想换个新发型又担心不

好看怎么办？这些是女孩们经常会纠

结的问题。记者现场体验了京东的智

能“试衣间”和“试妆镜”，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可以切换不同的服装，看到

360 度的试衣效果，还能展示不同色

号的口红、腮红、眉笔、美瞳等效果，不

仅好玩，还能省下不少时间。

智能珠宝品牌 TOTWOO 展示

的一款项链“花丝三叶草”，引人关注

的不仅是它的唯美造型，更是吊坠中

含有的智能芯。除了久坐提醒、电话

提醒等常见功能外，这款项链有个

特殊功能：佩戴者在手机应用程序

上许下心愿后，会通过蓝牙存入吊

坠芯片。这个心愿上传社交网络

后，每次有好友点赞，项链就会闪烁

七彩光并微微震动，让佩戴者体验

到情感互动。

育儿篇育儿篇美容美妆篇美容美妆篇

出行篇出行篇

■ 相关新闻

“人造牛肉”汉堡包火爆CES

■ 新闻鲜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西米9日

证实美国籍公民怀特在伊朗境内遭逮捕，但没

有说明他被捕的具体时间。

怀特的母亲乔安妮在电话采访中告诉《纽

约时报》记者，她的儿子去年7月27日本应搭

乘飞机，经由迪拜从伊朗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圣迭戈，但他没有登机。

乔安妮说，怀特去过伊朗“五六次”，探望

伊朗籍女朋友。她对儿子是否面临指控毫不

知情。乔安妮去年7月报告儿子失踪，美国国

务院和国土安全部随后一直与她保持联系，说

正尽力确认怀特的行踪。

乔安妮说，儿子最近一次访问伊朗前，因

颈部肿瘤接受化学疗法和放射治疗。他还患

有急性哮喘。

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迈克尔·怀特现年 46

岁，由此成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内已知首

名遭伊朗逮捕的美国人。多家媒体推断，怀特

被捕可能加剧美伊关系紧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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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0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1 月 10 日

至14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将出

现一次区域性中至重度污染过程，个别城市将

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影响范围包括京津冀中南

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以及汾渭平原城市。

据生态环境部通报，1月10日至12日，受

区域逆温、静稳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污染物将持续累积，预计出现一次

区域性重度污染过程，污染区域主要位于太行

山山前城市群。13日，受东北高压南下影响，

京津冀中南部污染形势有所缓解，但山东西

部、河南大部受上风向区域污染传输影响，污

染程度将进一步升高。同时，叠加逆温和高湿

等不利条件，PM2.5浓度将达到本次污染过程

的峰值。污染最重区域集中在河南一带。14

日至15日，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南下，污染形势

将自西北向东南陆续改善，区域空气质量逐渐

恢复至优良水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