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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4时，浦东新区啦
啦宝都商业办公项目工地负责人
李经理气喘吁吁赶到施工区域，

“赶快戴上你的安全帽！” 工友小
王纳闷： 自己偷偷摘下安全帽不
过半小时， 怎么这么快就被抓住
了？如此高效得益于浦东“城市大
脑”的工地智能监管新功能。

消除工地各类安全隐患
时值春节前夕，建设工程均

处于抢时间、抓进度的施工高峰
期，安全更不能马虎。为此，浦东
新区建交委研发了工地监管模
块，充分利用各个工地的视频资
源和感知设备，对全区所有房屋
建筑和市政工地进行全流程、全
覆盖、 全天候智能实时监管，尤
其针对未戴安全帽、 车辆未加
盖、车辆脏乱、扬尘超标等安全
隐患和环境问题进行重点识别，

并及时推送给政府管理部门和
工地负责人，形成有效的闭环管
理。去年 10 月以来，浦东“城市
大脑”已发现未戴安全帽施工 92

起，车辆未加盖 1起，车辆较脏 5

起，及时整改率 100%，极大消除
工地各类安全隐患，工友安全得
到实时保障。

浦东“城市大脑”带来的新
技术、新手段，不仅有利于建筑
工地精细化管理，也大大提升了
与工地紧密相关的渣土车治理
效率。工地赶工之际，渣土运输
量相应激增，按以往惯例，违法
运输导致的交通事故频发、市容
环境遭破坏，让各个管理和执法部门头疼。这次，浦
东新区建交委、公安分局、环保市容局及城管执法
局合作开发“城市大脑”的渣土车协同治理模块，通
过大数据筛查、高科技辨析进行智能化精准打击。

渣土车违规率显著降低
在曹路镇龚路支路路口，浦东城管执法局二大

队大队长邹继华正带着队员联合浦东交警支队开
展突击检查。在他们身旁，十余辆渣土车依次排队
停靠。 车队长老陈感叹：“这么小的一条路也能被
‘堵’到，真背！”其实并不是老陈运气不好，也不是
浦东执法力量猛增。在“城市大脑”的控制下，当渣
土车经过道路智能卡口时， 车况就已被智能识别，

并与数据库进行比对，违规车辆基本信息及行驶轨
迹实时推送到执法部门。当渣土车到达目的地准备
卸土时，交警执法和城管执法已在等候。而执法到
此并未结束。按照违法车辆的历史行驶轨迹，环保
局、建交委、公安分局、城管执法局顺藤摸瓜，联手
从工地源头追查， 不放过任何一辆无证渣土车。本
次多部门协同执法共处理大型货运车违法行为 15

起，暂扣超载车辆 7辆。

利用“城市大脑”解决渣土车偷乱倒是浦东在
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方面的创新探索。智能模块将渣
土车治理执法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秒
级比对、即时监测、违法追溯，达到显著降低渣土车
违规率的目的。 模块自去年 5月测试，10月正式投
入应用以来，已立案 83起，共罚款 65.5万元，训诫
教育 600多起。

目前，浦东“城市大脑”完成了区、街镇、村居三
级管理体系建设，初步实现“组织成体系、发现智能
化、管理可闭环”的目标。除工地监管、渣土车治理
模块外，还实现对共享单车的协同管理，对危化品
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监管， 对群租现象的智能分析，

对防汛防台、 节日保障的协同指挥等各类功能。下
一步，浦东将推进“城市大脑”迭代升级，不断提升
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把先进
的技术转化成新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

将3家酒店虚假宣传为“五星级”

Booking被罚2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知名酒店预订平台宣称

的“五星级酒店”是真的吗？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酒店预订平台 Booking将上海、西安 3

家并未获“五星级旅游饭店”资质的酒店宣传为“五
星级”，于去年 12月 14日被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行政
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 20万元罚款。

去年 7 月，当事人（Booking.com B.V.公司）通
过“春秋航空”APP设置链接，跳转到当事人自有网
站， 发布上海建工浦江皇冠假日酒店相关信息，并
在酒店介绍中，将酒店宣传为“五星级”；同月，当事
人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国东方航空”设置链接，跳转
到当事人自有网站，发布西安唐隆国际酒店、新天
地朗廷酒店等酒店信息， 宣称上述酒店为 “五星
级”。经查明，上海建工浦江皇冠假日酒店、西安唐
隆国际酒店、新天地朗廷酒店等酒店未获评“五星
级旅游饭店”资质。去年 8月，当事人将上述 3家酒
店“五星级”宣传用语删除。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营者不得对其
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
荣誉等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对由当事人提
供的商品（服务）性能或质量的虚假宣传行为，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条款， 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并对其处以 20万元罚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
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 处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的，处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吊销
营业执照。

记者注意到， 这并非 Booking第一次因虚假宣
传被罚。2017年 3月 27日，原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
局就曾依法对 Booking.com B.V.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罚款 10万元。

经查，2016年 8月， 当事人通过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设置链接到当事人网站，发布深
圳中州万豪酒店、厦门海港英迪格酒店、三亚香格
里拉度假酒店、 广州 W酒店等 10家酒店信息，宣
称上述酒店为“五星级”。事后查明，这 10家酒店未
获评“五星级旅游饭店”资质。对此，监管部门认为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虚假宣传行为。

至去年底本市累计成交租赁住房用地62幅，记者梳理相关出让合同发现租赁住房用地新变化———

集体土地试点入市 非沪企业及民企参与
日前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传出信息：“以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为
主要出发点，补齐租赁住房短板”成为今年
十项重点任务之一。一时间，租赁住房又成
为市场焦点。

当前上海正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建设、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情况究竟如何？

记者针对市规划资源局公布的相关土
地出让合同进行梳理发现， 从 2017年 7月
24日上海全面启动新增租赁住房用地供应
以来，租赁住房用地成交情况发生了一些变
化。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租赁住房用地已
累计成交 62幅，区域分布广泛，更有集体土
地试点入市地块。竞得企业的类型也出现多
样化趋势，除上海本地国企外，还有非本地
国企及民企。

租赁住房用地供应力度增大
租赁住房地块采取“只租不售”模式。去

年 12月 27日，上海有两幅租赁住房用地在
市土地交易市场成交， 这是 2018年最后一
批成交的租赁住房用地。两幅土地均位于宝
山，将至少提供 1560套租赁住房。

短短一年半时间，上海共成交 62幅租赁
住房用地，其中包括两幅综合性用途地块：杨
浦区长白社区 N1-01地块（长白街道 228街
坊）的土地用途为文体用地和租赁住房；浦东
新区三林社区 Z000703单元控规 NH103-01

地块，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城镇单一住宅用
地、租赁住房。这两幅地块总占地面积超 163

万平方米， 至少可提供约 5.5万套新增租赁
住房，居全国前列。其中去年全年共成交 38

幅土地，较上一年增加 14幅。

租赁住房用地供应力度持续增大。这些
成交地块新建房源，还只是上海加快租赁住
房建设的渠道之一。2017年发布的 《上海市
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三
五”期间，上海将积极推进购租并举的住房
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长效机制，预计新增供应各类住房约 170万
套，其中租赁住房约 70万套。其它渠道还包
括存量更新改造类项目、代理经租房源等。

租赁地块拓展到上海14个区
2017年 7月，上海首批成交的两幅租赁

地块，一幅位于浦东新区张江南区，一幅位
于嘉定区嘉定新城。其中，在张江南区建设
的张江国际社区人才公寓（一期）项目，是全
市最早投入建设的纯租赁住房，预计今年全
面竣工上市。

一年多时间里，租赁地块逐步拓展到上
海除虹口、金山外的 14个区，实现内环到郊
环的全覆盖。 其中浦东相应地块数量最多，

为 17幅，占 27.4%。不过，地处偏远的崇明、

奉贤、 青浦三区也各自成交一幅租赁地块。

其中，崇明区长兴镇 G9CM-0901单元（局部
调整）12-04地块成交于去年 1月，由上海长
兴岛置业有限公司以楼板价 1518元/平方米
竞得。同时成交的还有青浦区盈浦街道漕盈
路东侧 07-05地块，由上海盛青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以楼板价 3578元/平方米竞得。去
年 11月， 奉贤区海港开发区 65-01区域地
块， 被上海奉港置业有限公司以底价竞得，

楼板价 1986元/平方米。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2017年成交的租赁
地块主要位于市区或郊区核心市镇，周边配
套设施较完善。而上述 3幅地块均位于配套
设施有待改善的区域， 地块自身配建更重
要。例如青浦盈浦街道的租赁地块，在出让
合同中就对公共服务设施有详细要求，包括
建设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养育托管
点、社区学校、卫生服务站等。

记者发现，已成交的地块重点聚焦就业
密集、 产城融合重点区域以及轨道交通站点
周边区域。不过，青浦的租赁地块，也临近新
开通的轨交 17号线漕盈路站， 交通条件优
越，还毗邻青浦工业园，可满足园区工作人群
的居住需求； 崇明的租赁地块位于南部海洋
装备产业区的配套区域， 周边道路部分处于
在建状态； 奉贤的租赁地块处于海港综合经
济开发区，距上海绕城高速仅约 2公里。

集体土地首次入市租赁住宅
去年下半年， 租赁地块成交出现 “井

喷”，达到 27幅，占全年总量的七成。其中有两
幅位于泗泾镇的地块是集体土地入市试点项
目，在上海具有开创性意义。当年 10 月，松江
区泗泾镇 SJSB0001单元 07-09号 （集体土地
试点入市）地块，以 1.25亿元价格成交，建设租
赁住房不低于 825套。与过去土地市场出让的
国有建设用地不同，这是上海首次通过土地市
场推出的集体土地入市建设租赁住宅项目，出
让人为泗泾经济联合社。紧接着的 11月，松江
区泗泾镇又有一幅集体建设用地转为租赁住
房地块———松江区泗泾镇 SJS20004 单元 03-

11号（集体土地试点入市）地块，以 8581万元
价格成交，建设租赁住房不低于 549套。

2017年 8月发布的《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 确定第一批上海等 13

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试点。之后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稳妥有序开展
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等多种途径，

以增加租赁住房供应。业内人士分析，泗泾镇
成为首个集体土地入市建设租赁住宅的地区，

主要原因在于紧邻市区，以及镇域内没有行政
村或农业户籍人口的现状。而且集体用地收归
镇一级， 不太会出现土地利用混乱复杂的情
况。集体建设用地建造租赁住房，不仅可解决
新上海人的民生问题， 有利于增加城市竞争
力，也是改变城市发展结构的重大突破。

参与的不乏非沪企业和民企
根据国家九部委 《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

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要

求和上海的具体情况， 在大幅增加租赁住房
供应、规范租赁市场培育和发展的阶段，要充
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特别在
稳定租赁关系、增加供给等方面的作用。经梳
理，目前租赁地块竞得人中，上海本地国企占
绝大多数，其中上海地产集团、张江集团、陆
家嘴集团以及市北高新集团，分别以 12 幅、4

幅、4 幅、3 幅土地位居前四。“国有企业作为
市场的‘稳定器’，应积极参与租赁住房建设。

这也是企业谋求转型的良机。”上海地产集团
相关负责人说。

不过，去年参与租赁地块交易的房企中不
乏非沪企业以及民企的身影。去年 1 月，宝山
区罗店镇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02 单元
0218-02地块被深圳市中集产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 2.84亿元竞得， 这是首家非沪企业。中
集产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 A股上市公司中
集集团下属子公司，具有国资背景。去年 10月
成交的松江区泗泾镇 SJSB0001单元 07-09号
（集体土地试点入市）地块，其受让企业同样来
自深圳，为有巢科技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现
改名“有巢住房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是华润
置地全资子公司。“有巢” 是华润置地于去年 6

月发布的长租公寓品牌。

此外，松江区泗泾镇 SJS20004单元 03-11

号（集体土地试点入市）地块则被民营企业上
海派米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竞得。这是一家
以产业地产投资为主的综合性投资公司。公司
旗下两个产业园区、两个长租公寓项目均在松
江区。

“点亮心愿”慈善义拍下周举行
历年共募集善款3573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 栾吟之）第 20 次“点亮心
愿”慈善义拍新闻发布会暨预展开幕式昨天在
上海龙华古寺举行。作为“蓝天下的至爱”慈善
活动重头戏， 此前 19次义拍共募集善款 3573

万余元，为众多先心病儿童及贫困白内障老人
提供医疗资助，使他们重获健康。

本次“点亮心愿”慈善义拍将二度携手上
海大慈公益基金会。去年，双方首次合作就获
得喜人成绩，共募集善款 374 万元，成为“点
亮心愿”慈善义拍募集善款最多的场次之一，

创近十年的新高， 资助范围也从原有的先心
病儿童、白内障老人扩展到意外伤害的儿童。

据悉， 今年上海大慈公益基金会甄选 33

幅精品书画参拍， 这些画作来自于书画名家
陈佩秋、周慧珺、韩敏、毛国伦、照诚大和尚等
精心创作。义拍将于 1 月 9 日 14 时在龙华古
寺大会堂内开槌， 届时寺内还将举行农历己
亥年新年音乐会。

上海临港启动建设区块链试验港
建15家区块链智能工厂和10个应用示范场景，实现社区物管透明化、驾校培训防造假

区块链试验港近日在上海临港启动建设，

两家企业率先落户试验港。一家正在利用区块
链技术打造智慧诚信社区；另一家开发了“驾
培链”系统，用于解决驾驶培训中的造假问题。

据悉， 区块链试验港将建设 15家区块链智能
工厂和 10个应用示范场景， 为入驻企业搭建
试验平台。

与此同时，东中心区块链产业融合研究院
也在临港揭牌。这家研究院由东中心区块链产
业中心与中钞区块链技术研究院联合建设，旨
在促进传统行业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

助力国内区块链行业回暖
作为伴随数字货币而生的信息技术，区块

链是一类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数据
库中包含一个个数据块，每个数据块都记录着
历次网络交易中有效确认的信息。好比每个人
都有一本账本， 不仅记录自己的交易情况，还
会记下其他人交易的数据， 确保有人不认账、

记错账时有足够多的证人纠错。如今，区块链
已应用于智能制造、车联网、服务业等诸多领
域，其信息交互、不可篡改的特点，使其在确保
信息可信、安全、可追溯等方面具有优势。

临港管委会副主任吴晓华表示：“有人说我
国区块链行业进入冬天， 试验港的启动将助力
这一行业回暖，为其他行业赋能。”试验港将为
区块链企业搭建平台， 打造物联网信息数据的
区块链创新与技术应用集群，并在应用场景、产
业生态、后勤保障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

把业主和物业连接在一起
落户临港的上海链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了智慧诚信社区解决方案，在长三角国际
创新挑战赛区块链专场赛上，得到不少投资人
青睐。链治科技首席执行官沈清介绍，与他们
合作的进华集团在物业管理上面临三个难点：

一是管理过程不透明，小区各类管理活动的过
程信息存在缺失，真实性难以保证；二是管理
协同成本高，小区业主意见征集与协调费时费
力；三是物业监管难度大，受限于技术手段与

人力，难以及时发现物业管理问题，针对居民
投诉的取证成本高昂。 为了解决这三个难题，

进华集团找到链治科技，获得基于区块链的智
慧诚信社区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把
小区业主和物业连接在一起， 实现信息的公
开、透明，一方面能让业主通过手机软件随时
了解物业的工作情况， 另一方面也能让物业
及时收到业主反馈。”沈清说，方案主要由客
户应用端、云平台、服务平台三部分组成。客
户应用端是用户的移动终端， 用户不仅包括
业主和物业， 还有政府监管机构和服务供应
商。用户的数据都会上链，且不可篡改，便于
互动、信息共享和监管。云平台提供大数据可
视化分析、文件与合同管理、注册与身份认证
等服务。服务平台提供记账节点部署、治理节
点注册等服务。

该方案将在进华集团的物业管理系统上
试运行，让业主参与社区管理，了解物业管理
服务的全过程。这有利于建立业主与物业的互
信，促使物业公司规范管理。

“驾培链”防止数据篡改
入驻试验港的另一家企业是上海物融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与需求方上海诚联交通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打造全国首个基于驾
驶计时培训系统的“驾培链”。物融智能首席技
术官赵滨博士介绍，国内许多驾校培训系统使
用中心化数据库，支持增、删、改等操作，客观
上会引发培训时长造假。而“驾培链”只支持增
和查，且采用分布式架构，多点拥有完整记录，

能有效防止数据篡改， 从而保证学员培训质
量。在“驾培链”上，监管部门可以拥有节点，用
于审查。如果有任何造假记录尝试上链，都将
被永久记录，可以震慑试图造假者。

今后，两家企业还将为“驾培链”增加一个
功能：对学员驾驶行为进行大数据分析，并给出
合理驾驶建议。东中心区块链产业中心主任薛
寅说，物融智能、链治科技将作为首批企业落
户临港区块链试验港。临港管委会与东中心区
块链产业中心联手， 瞄准区块链研发和产业，

为上海区块链技术赋能各行业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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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租赁住房用地拓展到全市14个区，实现内环到郊环全覆盖

■本报记者 俞陶然 通讯员 马平川

梅花初绽
连日来，申城气温接近冰点，各大公园的

腊梅相继绽放， 极个别早梅品种也含苞待放，

为阴冷的冬日增添了一些温暖的色彩。

上图为莘庄梅花公园绽放的早梅。

左图为市民在世纪公园拍摄腊梅。

本报记者 赖鑫琳 实习生 卫宜斐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戚颖璞 肖书瑶

■本报记者 王志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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