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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周刊

京公租房人脸识别系统年底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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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动报警助杜绝转租转借
针对个别公租房承租户转租
一事，产权单位北京市保障性住房
建设投资中心即启动应急预案，对

进一步加强对公租房的管理。一方
面加强对公租房管理人员的培训

为，另一方面，也会为多日未出现
的租住户进行预警和服务。

和管理，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和管
联合社会力量共同防范
《关于 2018年市政
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并对下属所有
理水平；另一方面，将持续加强入
建立举报奖励机制
府实事项目家政持证上
公租房小区进行专项排查。
户排查，采用“错峰巡查”等方式，
门服务实施方案》文件要
目前，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已将
按照相关规定，因转租转借被
加强排查的频次和力度，尽可能做
求，
上海家政服务网络中
燕保·双桥家园 5-2-508号公租
清退的公租房承租住户将被取消
到防患于未然。
心目前着手开展本市首
房、燕保·京原家园 7-1601号公租
保障资格，计入不良信用档案，限
“技防”方面，目前保障房中心
次覆盖整个家政服务行
房进行清退，并依法解除了与上述
制申购共有产权住房，并补齐租
正在加紧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硬件
业的持证前培训工作。
两承租户的租赁合同。此外，针对
金，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 3倍
预计将在年底完工，部分项目年底
本次实施家政服务
全行业持证前培训，建
媒体报道涉及的中介机构，经查为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前后开始投入使用。“人脸识别系
立查询追溯机制，推广
未取得合法经营手续的“黑中介”，
保障房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统将识别每一个进入小区或者单
家政持证上门服务，打
已报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加强对公租房租户的管理，做到实
元楼的人员，对多次出现的、未录
造诚信、安全的家政服
时监控，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同
入租户系统的人员，系统会自行进
务管理体系。通过组织
加强"人防#$"技防%手段
时，保障房中心建立举报奖励机
行报警。”保障房中心相关负责人
所有家政从业人员进行
通过此次事件，保障房中心表
制，各项目均设立举报箱，公布举
向记者表示，该系统一方面会被应
服务证持证业务培训，
为培训合格的家政从业
示将从“人防”和“技防”等手段上，
报电话。
用于识别陌生人、防范转租转借行
人员统一制作颁发上门
服务证，实现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
提升和标准提升。
笔者在 58同城、58到家、赶集
网中了解到，目前专业技能合格的
家政从业者薪酬要比普通家政从业
者高不少。可以说此次全覆盖持证
前培训将利于家政从业者提升薪
日前，在由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主办的
培养了多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
资，也能推动家政服务市场整体服 “东风时雨——
—陶为浤先生纳徒顾勇健拜师仪
此次拜师活动也是徐汇区书画协会自成立
张有为
务与诚信体系升级。
式”在沪隆重举行，各界嘉宾近百人莅临观礼并
以来，以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所策划的系列
致贺。
活动的首次尝试。它打破了会员提升艺术水准难
在限价、
摇号、
限购、
陶为浤是中国著名山水画家陶冷月众多子
觅良师的窘境，让他们在协会中也能找到好老
限贷等多重作用下，
上海
女中唯一从艺的传人。他师从刘海粟、
张大壮学
师。
青年书法家顾勇健，
除勤习书艺外，也热心公
房产市场因此也受到了
一定影响。笔者通过 58
习书画，师从陈巨来、钱君匋学习篆刻。多年来，
益事业，为书画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如今，
同城、赶集网、安居客等
陶为浤以弘扬文化艺术为己任，融会中西，创作
顾勇健拜师陶为浤，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继承
网络平台发现，
近期上海
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为中外公私机构收藏。此外，
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响应新时代号召不断
房价基本趋于稳定，
购房
陶为浤也是一位优秀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为社会
创新，不断攀登艺术高峰。
者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
由
“抢着买”变为了
“挑着买”
。
因为限购等原因，许
多想要购买改善房的购
房者不得不先将手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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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的 OLED技术成果。
有的房产卖出，
无形中增
虹、康佳、索尼、飞利浦、LG电子等
本 次 大 会 ，LG Di
spl
ayCMO
加了上海二手房市场存
6大电视整机厂商，苏宁、国美、京
吕相德社长宣布了 OLED中国时
量。有数据显示，
9月上海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东、天猫等销售渠道商，中国电子视
代来临，基于 OLED工厂投建，广
下跌 0.
1%，同比下跌 2.
像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商会、中国电
州 将 成 为 全 球 OLED生 产 基 地 。
1%，
整体浮动较小，
市场日趋稳定。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广播电
LGDi
s
pl
ay电视事业本部黄龙起社
当下上海房产市场正处于长期
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行业机
长则针对新形势，发布了新的
调控的大环境下，
暂时的冷静期对房
构的代表以及业内专家和学者，约
OLED中 国 市 场 战 略 ，
LG Di
s
pl
a
y
产行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未来一段时
9月 19日，
LGDi
spl
a
y在广州
140人共同探讨中国 OLED产业
将携手中国上下游合作伙伴，通过
间内，
上海房产市场压力虽在，
但市
召开“2018OLED巅峰盛会(
OLED
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见证全球
OLED创造新的价值，进一步强化
张晓
场走向必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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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互联网平台和应用
的衍生，加上审核的滞后和疏漏，
也给公租房承租户违规对外转租
转借提供了便利。对此，保障房中
心将加大检索力度，杜绝公租房转
租转借信息出现在中介机构、
58同
城以及途家、小猪、蚂蚁短租等互
联网房屋租赁信息平台。
“彻底杜绝违规转租转借，是
一项综合治理的过程，必须借助各
种社会力量去完成。”保障房中心
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磊表
示，借助此次事件，保障房中心对
内加强监督和管理，对外联合更多
社会力量，共同监督和守护好公租
房这项民生事业。
摘编自 人民网 ! 房产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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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巅峰盛会再次开启 显示行业迎来中国 OLED时代
中国 OLED生态系统，不断优化市
场推广活动，助力中国 OLED产业
向前发展。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白为民率先致辞，表示
OLED能一直高歌猛进，是产业链
上下游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中
国的 OLED产业将会攀升到新的
高度。OLED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契
机。

是家轿又是家教，
东风启辰 D60开启品智生活
2018年 9月 22日，东风启辰 D60国学
课堂·品智国学迎来了一群萌娃和家长们，大
家一起来到佛山三水孔圣园，一起走进国学
课堂，
接受国学洗礼。
正衣冠、点朱砂、敲智钟……庄严震撼的
开笔礼仪式，趣味生动的国学讲解，让小朋友
和家长们体验了一把国学精粹，收获颇丰。而
东风启辰 D60作为此次活动用车，为大家保
驾护航，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它的高品质智联
魅力。
作为活动用车，东风启辰 D60已早早在
出发地点严阵以待，一旁等候出发的东风启
辰 D60俨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从沙贝服
务站附近出发，我们通过启辰智联系统，语音
导航至佛山三水孔圣园，全程约 37公里。虽
然路程不长，但各种路况变化较大，周末车辆
也较多，智联系统便贴心为我们规划了最佳

行驶路线，避免拥堵。而值得一提的是，东风
启辰 D60这套智联系统非常强大，其配备与
高德地图合作的车载全时导航，能够对地图
实时更新，不再受 GPS信号弱所惑，惯性导
航在信号盲区也能保持延续路线指引，多人
组队出行，还能实时共享位置，充分发挥其
“中国汽车大脑”
的优势与智慧。
和孩子出游，家长最担心孩子路上有
情绪，容易分心影响驾驶。东风启辰 D60智
联系统具备丰富的娱乐功能，可以说帮父
母解决了一大难题，而孩子们对这位“会说
话”的小伙伴也相当喜爱，还常常抢着说
“你好，启辰”，装作大人的嗓音对东风启辰
D60发布师令，乐此不疲。东风启辰 D60智
联系统还内置了智能电台考拉 FM，不仅拥
有海量曲库、新闻资讯、脱口秀等节目，还
能给小朋友讲故事传递知识，全面提升了

驾乘人员的驾听体验，旅途更添乐
趣。此外，这套车机拥有良好的基
础素质，语音识别精准，反应灵敏，
能够识别多种接近普通话的方言，
就算是刚学普通话的孩子使用起
来也非常方便。
而东风启辰 D60搭载的日产全
球领先 HR16发动机，和 XTRONI
C
CVT无级变速器，无疑给这趟行程带来了更
舒适的驾乘体验。无论是市区路段、
高架桥路
段、上坡路段，还是高速路段，东风启辰 D60
动力充沛，在不同路段换挡变速之间也十分
平顺，加上精心调校的底盘能够有效避免行
驶抖动和过弯侧倾，让家长带孩子出行也备
感安心。
在文化创新的国学新时代下，东风启辰
D60借此次别开生面的国学体验活动，让孩

子们在各项庄重的仪式中感受与传承中华文
化精髓，而家长们也在仪式带来的震撼、感动
中收获了育子心得。
从产品打造到情感诉求，东风启辰 D60
都认准了“家轿”的定位，为每一位车主带来
家庭里独有的温暖与感动。而东风启辰 D60
的智趣科技以及其所带来的驾驶乐趣，更给
我们带来品智愉悦感，东风启辰 D60从此成
为更贴心、更懂你的生活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