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多种形式消防队伍执勤岗位练兵竞赛举行

逾千人实战练兵协同作战为提升消防队伍
实战练兵效能和协同
作战能力，市消防救援
总队昨天举行 2019年多种形式消防
队伍执勤岗位练兵竞赛活动。

今年多种形式消防队伍比武竞赛
活动共有来自各区、企事业单位的 70

余支专职消防队、350 余支微型消防

站共计 1200多人次参加。经过预赛的
激烈角逐，共有机场、轨道、化工等 32

支专职消防队和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国际主题乐园、 各村居委等 127支微
型消防站人员入围决赛。

此次比武竞赛既
是对多种形式消防队
伍执勤岗位练兵科目
的集中考核，也是对消
防队伍建设和管理工

作的一次检阅，对于提高队伍整体战
斗力、保障辖区公共消防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图为消火栓快速出水操竞赛。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影报道

华为发布全球最快AI训练集群“Atlas 900”

从20万颗星星中找到“特别的它”，只要10秒
本报讯 （记者 任翀）为期三天

的 2019华为全联接大会昨天在上海
启幕，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发布华为
在计算产业的最新研发成果“Atlas

900”， 并表示这是全球最快的 AI训
练集群， 相当于 50万台个人电脑的
计算能力。

Atlas 900的计算速度有多快？胡
厚崑举了一个华为联合上海天文台
等共同打造的案例：在南半球的星空
图上有 20万颗星星， 天文学家若要
从这 20万颗星星中找出具备某种特

征的星体，按照以前的技术水平，可能
需要 169 天的工作量； 但使用 Atlas

900， 只要 10秒就能从 20万颗星星中
检索出“特别的它”。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算力提出更高的
要求， 因为人工智能所涉及的机器学习
需要大量、高速的计算支撑。如果只使用
单一机器，AI训练所需要的时间长得不
切实际，因此需要借助大规模分布式 AI

集群环境来提升计算能力。据介绍，计算
和联接构成智能世界的基础， 华为花了
近 10年时间投资并专注于计算技术的

研发， 此次发布的 Atlas 900是华为在
计算产业研发成果上的集大成者。

Atlas 900的应用场景很宽广，可应
用于科学研究与商业创新，让研究人员
更快地进行图像、 视频和语音等 AI模
型训练， 让人类更高效地探索宇宙奥
秘、预测天气、勘探石油和加速自动驾
驶的商用进程。 此外，Atlas 900还可提
供云服务，以云的方式提供充裕、经济
的算力资源，构建简单易用、高效率、全
流程的 AI 平台，为社会带来“易获取、

用得起、方便用”的普惠 AI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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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场名为《鸿儒寻踪》

的情景剧在金山上演。 该情景剧
以剧中剧形式呈现： 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与学生到金山亭林进行文
脉考察期间， 学生对顾野王为何
享有盛名表示疑惑。故而，教授给
学生们讲述了王安石与其子王雱
游历华亭，并创作《次韵唐彦猷华
亭十咏其一顾林亭》的故事……

《鸿儒寻踪》情景剧是金山
“传江南千年文脉， 书人文不朽
华章”顾野王文化主题研讨活动
启动大会上的一个节目。本次启
动大会通过讲述“顾野王与金山
亭林”的故事，阐释其对江南文
化的影响与塑造，展现亭林镇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读书堆”入“亭林八景”

顾野王（519—580 年）是南
北朝梁陈间著名文字训诂学家、

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任梁太
学博士时，奉命编撰字书，编撰
成《玉篇》30卷，其时年仅 25岁。

《玉篇》为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后又一部重要字
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

金山亭林是顾野王平生重要游寓、创作之地。他
在此著书立说，留有全国性地理总志《舆地志》。原书
30卷，既详考山川古迹之典故，又注明其文献出处，

被誉为“集汉魏以来 240家地理大成”，代表南朝地
理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唐宋时《舆地志》还有传本，后
来散失，但历代很多著作从《舆地志》中引录文句，从
中可看出其对后世的影响。顾野王著述《舆地志》所
在“读书堆”，如今已成为“亭林八景”之一。

顾野王与上海的简称“沪（滬）”渊源甚深。古时，

渔民普遍使用一种叫作“沪（滬）”的竹制渔具。顾野
王在《舆地志》对“滬”作了细致描述：“插竹列海中，

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而没，潮落而出，鱼蟹随
潮碍竹不得去，名之曰扈。”也就是将竹插在河流中
编成栅，使随潮水而入的鱼蟹被阻拦于竹栅内，使渔
民唾手可得。“扈” 后来加上三点水， 其后简化为
“沪”，成为上海简称。值顾野王诞辰 1500周年之际，

亭林镇在顾野王“读书堆”遗址旁，复修亭林书院、拓
建文苑、建顾公广场、立顾野王雕像、竖野王诗碑。

打造江南文化研究基地
活动邀请了来自各界的“顾氏后人”，包括中国

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顾
卫英等。同时发布《亭林顾氏支谱》，顾氏后人顾恒
一还将其对顾野王的文化研究成果及珍藏书籍尽
数捐赠给亭林镇。

“顾氏家族与亭林有不解之缘。上海最早的顾姓
就在亭林，是江东顾氏三族，顾雍、顾微、顾悌之一。

顾野王因其先祖顾雍而来亭林定居， 所居之地正是
顾雍故里。”上海顾野王文化研究院院长蒋志明说。

会上，亭林镇正式与华师大江南文化研究院达
成合作，共同筹建“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
亭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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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租房痛点”

上海链家安心服务承诺为租客解担忧

作为房产经纪服务行业的标
杆企业，链家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
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服务，除了
以上针对租房痛点推出的两项安
心服务承诺以外，链家还从真实房
源、 链家 APP便捷找房租房服务、

客服客诉体系等层面着手，为租客
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服务。

据了解，上海链家在职经纪人
在各渠道发布的租赁房源信息，要
同时满足“真实存在、真实在售、真
实价格、真实图片”四个标准，租客
若发现房源不符合这四个标准，可
拨打投诉热线举报，假一赔人民币
壹佰元。

此外，租房最重要的指标就是
房源搜索便捷度和房源信息的完
整度。链家 APP上地图找房等几项
亮眼功能，无论是房源动态，还是
楼盘信息都能带给用户更为优质
的租房体验。链家 APP上还设置了

房源亮点、朝向、租期、楼层等多个关
键词筛选，租客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
自主选择。 除找房租房服务以外，链
家 APP上还有搬家服务，提供找、租、

搬家的一体化体验。

针对租客特别关注的客诉问题，

上海链家的“30124”客诉体系为租客
解决后顾之忧：消费者投诉后将在 30

分钟内得到超快速响应，12小时内提
供解决方案，24 小时内实现客诉解
决。数据显示，2019年 1月至 8月，上
海链家的客户投诉实现了 30分钟响
应率和 12小时处理率平均 100%，24

小时结案率平均 93.5%， 用高效专业
的纠纷处理能力赢得了消费者的由
衷信任。

“有链家在，安心就在”是链家提
供服务的核心理念，当代租房，防不胜
防， 链家希望在做房产交易保护伞的
同时， 通过多种举措给消费者 “定心
丸”，让消费者省心找房、安心租房！

房子作为在一个城市落脚的第一步，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相对于买房较高的

资金门槛，租房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选择，但是租房过程中的痛点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

把辛酸泪”：问题房无法入住却不退租金、假房源图片和实际不符、恶意克扣押金、暴力被

逐……各种“坑”让人防不胜防，一旦“踩坑”又面临不知如何维权、维权难的困境。

网络上有人说：“租房没被坑
过，不足以谈人生”，消费者有的被
家门口的小中介忽悠，没签合同就
先交佣金，结果就是被中介各种搪
塞忽悠；有的因为公司换地址要退
租， 找中介退佣金却被各种推脱，

纠缠了好几个月也拿不到钱；有的
网友被不良租客转租房源，却被房
东拦着不让进门，最后还被不良租
客讹了押金……

在上海，租房是很多人打拼事
业的基础和刚需，但租客的安全感
并没有随着租赁市场的繁荣而提
升，频繁换租、“二房东”违规转租、

经营不善的长租公寓“爆雷”等问
题一直困扰着租客。据上海链家的
租赁业务数据显示，为客户支付的

安心保障金超过三分之一涉及到租
金押金的损失！

9月 1 日起，上海链家正式升级
“十二大安心服务承诺”， 为替租客
解决以上风险，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利益，新增【90 天退房 换租退佣 *?

及【租金押金 损失垫付 *?的安心服
务承诺（* 号表示具体内容详见相关
细则）。

上海链家安心服务承诺自 2017

年首次推出， 历经数次升级， 截至
2019年 8月底，已累计支出安心保障
金 2.49亿元。 此次针对租房问题，新
增两项安心服务承诺，意味着上海链
家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保障
更多租客的合法权益， 对症下药，让
广大消费者租得安心、住得放心。

对症下药，安心服务承诺为租客兜底

多措并举，为租客安心租房保驾护航

今日看点当传感器感应桶内容量达80%?压缩杆就会启动把体积缩至原来的1/5至1/3

交通违法罚款逾期未缴，每日加收3%
下月10日起执行，车辆年检前“批量”处理交通违法的习惯将使处罚金额大增

今年 10月 10日起，上海将对所有交通违
法行为人接受罚款处罚后逾期 15天不履行处
罚决定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
处罚款总额不超过处罚金额。昨天上午，上海
公安交警部门披露这一执法举措后，立即引起
社会公众尤其是机动车驾驶人的关注。

不少驾驶员习惯在每年验车前，“批量”处
理交通违法。 不过这个坏习惯在新规实施后，

可能会使处罚金额大幅增加。还有一些驾驶员
反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交通违法，才导致逾
期未缴款。事实上，主动查询交通违法信息是
驾驶员的义务。那么，有哪些途径可获知自己
的交通违法信息呢？

摒弃拖延履行处罚的陋习
“加处罚款措施从10月10日起执行，但在

此之前产生的逾期15日未缴款的交通违法行
为，同样要接受加处罚款的处罚。如在10月10

日前，缴纳了此前逾期未缴纳的罚款，则不收
加处罚款。”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副
处长张丽清说。例如交通违法行为人在9月1日
接受200元罚款处罚的，应当在9月16日前缴纳
罚款； 逾期未缴款的，10月10日起将被加处罚
款，并从9月17日起计算逾期天数和加罚金额。

公安机关将对本市有多起违法逾期不执
行罚款处罚的当事人实施违法催告，强化路面
查处、加强对失信“大户”拦截处理。对 5 起以
上交通违法处罚逾期不缴款的，还将依据《上
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将人员信息纳
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履行处罚决定，既是
交通违法行为人应尽的义务，也是诚实守信的
道德要求。”上海公安交警部门表示，对逾期不
履行处罚决定的当事人依法加处罚款、纳入征
信系统，目的是督促违法当事人摒弃拖延处理
交通违法、拖延履行处罚决定的陋习，充分发
挥处罚的教育引导作用，提升市民群众养成尊
法守信的自觉意识。

不能因“忘记”而得到豁免
“以前为省事，经常等到车辆年检前一次性

处理交通违法并缴罚款，现在行不通了。”驾驶
员孟洁说， 以前她会先把需要记分的违法处理
掉，分数扣好，而罚款会等到验车前一次性去银
行缴付。但 10月 10日开始实施加收罚款措施
后，“批量”处理交通违法的习惯将使驾驶员的
处罚金额大增。事实上，这一执法措施并非上
海首创，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9 条规
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采取下列措施：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此前，北
京、广东等省市已执行这一规定。

改变习惯十分不易。 一些驾驶员表示，交
警部门应提醒驾驶员存在交通违法信息，以便
及时处理。不过一些法律界人士却表示，驾驶
员有义务及时查询自己的交通违法信息，并在
法定期限内接受处罚，不能因为“忘记”“不习
惯”而得到豁免。

可在线进行处理和缴款
交警针对交通违法的查处分为两种：一种

是现场执法， 即现场发现并处罚交通违法；另
一种是非现场执法， 即经电子警察拍摄取证、

交警再确认交通违法。 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

当场会开具处罚决定书， 不存在后续告知问
题。 因不知道违法而错过处理缴纳罚款时间
的，一般是电子警察等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
取证后确认的交通违法。

据悉，电子警察抓拍交通违法的告知方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邮寄挂号信。交警部门会
根据抓拍到的违法车辆绑定的车主信息，向车
主登记地址寄出违法行为告知单。驾驶员可持
告知单缴纳罚款。不过这一方式仅支持在上海
地区登记、违法地点位于上海境内的情况。

短信息提醒。上海三年前启用违法抓拍即

时告知系统，只要注册过“交管 12123”APP 或
“上海交警”APP，车主一旦被电子警察抓拍到，

就会立即收到短信违法提醒。 需要注意的是，

电子警察只有抓拍取证功能，是否违法还需民
警审核确认。 驾驶员收到短信后需查询确认，

再接受处罚，缴纳罚款。

手机 APP提醒。目前在“上海交警”APP里
可申请“e告知”功能，APP会直接推送驾驶员
违法信息。 这样的信息与挂号信内容相同，是
经确认的交通违法，驾驶员可直接处理。“交管
12123”APP也有相似功能。

定期通过手机 APP查询。相比上面三种被
动被告知的方式，驾驶员最快了解违法动态的
方式还是自己通过 APP查询。

按照以上的违法告知方式，理论上可覆盖
全部驾驶员。交警部门提醒驾驶员，为避免被
加收罚款，可在 10月 10日前，通过 APP实时
查询本人或本人名下车辆的交通违法信息。

“随申办市民云 ”、 “上海交警 ”APP、 “交管
12123”APP、云闪付、工行网银等均可提供交通
违法网上缴款服务。需要现金缴款的，可前往
各工商银行网点 ATM机缴款。

目前，上海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普遍出现排
队情况。警方表示，驾驶员本人名下车辆及进
行过备案绑定的车辆如产生交通违法，可在线
进行处理和缴款，不必前往现场窗口。

■本报记者 邬林桦

■本报记者 黄勇娣
通讯员 李嘉俊 宗晨亮

吃饱会说话 数据传回家
智慧垃圾箱房亮相彭浦新村，助力垃圾分类更精细管理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一组有着“科技
心” 的垃圾箱房近日现身上海彭浦新村街
道，它能助力相关部门对垃圾分类进行更精
细的科学管理。

彭浦新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路边，摆放
着这组可移动的智慧垃圾箱房。它的外观没
什么特别，但打开箱门可发现，四分类垃圾
桶下方各有一套称重系统和传感器，连接后
端的智慧环卫物联平台。如果垃圾容量接近
饱和， 垃圾桶就向管理人员发出满载预警，

提醒后台人员联系保洁清理。内置的臭氧除
臭系统，每小时运作 10分钟，臭氧能把有机
性污染物质产生的臭味、混合气体，分解转
化为无臭气体。

彭浦新村街道物业方负责人钱一玮说，

有了这组“吃饱了就会说话”垃圾箱房，保洁
工作量减负不少。因为这组垃圾箱房还具有
智能压缩功能，对干垃圾，当传感器感应桶
内容量达 80%，就会启动压缩杆，把体积压
缩至原来的 1/5至 1/3。

研发方上海复珺科技负责人说，垃圾箱
房是前端触点，背后有一套完整的智慧环卫
物联平台。在布局扩大、数据量充足之后，这
套管理系统可通过大数据分析，促进投放和
清运资源合理配置。管理人员通过终端即可
查看投放记录、满桶记录、分布地图、保洁记
录、故障记录，追踪分类垃圾去向，对垃圾清
运过程“无死角”管理。智慧环卫物联平台还

将各种数据进行可视化
分析， 包括垃圾投递数
量、种类等。“比如，在一
个区域内，A 点长期投放
量较少，而 B点投放量很
多，就会调整 A地垃圾箱
房的位置，确保资源合理
配置。”

根据测算，这种新型
垃圾箱房投放一套成本在
3万元至 5万元，低于传统垃圾箱房造价。在运
维上，智慧垃圾箱房将大量减少人力投入。

正在全国推行的生活垃圾分类， 为 AI技
术提供了巨大市场。复旦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

中心主任张年表示，上海垃圾分类还处于起步
阶段，分类监督和保洁清理投入大。未来随着
AI介入，将不断解放人力，降低运营成本，提高
分类效率。

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居民正往智能垃圾箱房投放垃圾。 戚颖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