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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
通讯员姜昕、揭秋玲、洪锡辉报
道：近日，广州地铁在七号线谢
村站“上新”了最新版线网图。
广州地铁表示，目前正按计划
逐步对全线网282个站点、500
多列车的线网图进行分批更
换，为新线开通做好前期准备。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版线
网图主要在三方面进行了更
新：

一是新增了十八号线（万

顷沙至冼村）、二十二号线（番
禺广场至陈头岗）及七号线西
延段（顺德美的大道至广州南
站）的站点信息，同时，黄埔有
轨电车一号线也在本次更新工
作中纳入线网图。

二是新增线路车站按照车
站编码原则增加了车站编码，
其中七号线西延段车站编码采
用了延长线编码的形式，七号
线西延段车站第一座车站“大
洲”站编码为“7 01-1”，表示

“七号线延长线的第一个站”，
其余车站按“7 01-2”“7 01-
3”等顺延编码，避免对七号线
已开通车站的重新编码影响乘
客已形成的视觉习惯和信息记
忆，也保持了车站编码的唯一
性，方便乘客识别。

三是在广州南站、魁奇路
站增加了可换乘佛山二号线的
图标，并在目前与城际铁路有
接驳的车站标注上增设了城际
图标。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报道：
近日，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广
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财政局公布
关于明确重度残疾人助餐配餐
服务相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重
度残疾人助餐配餐服务的服务
对象、补贴标准及服务流程。据
悉，该通知自今年 9 月 9 日起正
式实施，有效期三年。

统一进行市级服务
补贴

通知明确，重度残疾人助餐
配餐服务的服务对象为本市户

籍且在本市居住的 18-59 周岁
的重度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是
指持有有效残疾人证且残疾等
级为一、二级的残疾人。

补贴标准方面，通知指出，
重度残疾人在本市各长者饭堂
就餐，参照市本级老年人助餐
配餐资助标准，由市级财政统
一进行市级服务补贴，其中包
括就餐补贴、送餐补贴和运营
补贴。

就餐补贴方面，本市户籍且
在本市居住的 18-59 岁重度残
疾人接受助餐配餐服务可享受
就餐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次

就餐费用的四分之一，最高不超
过3元。就餐补贴在给付就餐费
用时自动扣减。

送餐补贴方面，长者饭堂运
营机构为重度残疾人提供送餐
服务可享受送餐补贴。补贴标
准为每人次 4 元。运营补贴方
面，长者饭堂运营机构按实际就
餐人次享受运营补贴。采取自
建厨房服务模式运营的每人次3
元，采取其他服务模式运营的每
人次1.5元。

值得注意的是，以后年度，
重度残疾人助餐配餐资助标准
随老年人助餐配餐资助标准的

调整而调整。

通过服务平台提交
申请

通知还明确，符合条件的重
度残疾人如需要助餐配餐服务，
应当通过广州市居家养老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提交申请，就近选
择长者饭堂。个人申请存在困
难的重度残疾人，可由居住地街
（镇）残联经办人代为办理。

重度残疾人登记服务需求
后，重度残疾人居住地街道办事
处（镇人民政府）、户籍区残联应

分别在5个工作日内对本市户籍
重度残疾人享受就餐补贴、送餐
补贴的资格进行确认。

重度残疾人送餐补贴资格
确认无需进行老年人照顾需求
等级评估，持有有效残疾人证且
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重度残疾
人可直接认定为老年人照顾需
求4—6级。

申请人按照长者饭堂的管
理制度和服务要求接受服务，使
用社会保障卡刷卡就餐。条件
允许的长者饭堂也可采用人脸
识别、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
进行身份认证后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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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8-59岁户籍重度残疾人
接受助餐配餐服务可享受就餐补贴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道：

13 日，记者从广州市教育局获
悉，“十三五”期间广州累计增加
公办基础教育学校 327 所，共提
供学位32.34万个，教师总量增加
27588人，增幅21.59%。

广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共有中
小学专任教师155371人。与“十
二五”末期相比，教师总量增加
27588人，增幅21.59%。

目前，广州市有幼儿园教师
41019 人，小学教师 62615 人，初
中教师 30629 人，普通高中教师
14620 人 ，中 职 学 校 教 师 5325
人，特殊学校教师 1163 人，为广
州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何让教师“乐教”，脸上总

是充满笑容？落实教师待遇保
障机制是重要一环。广州建立
健全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联
动机制，实现中小学教师平均
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平均工
资水平。夯实编外教师经费保
障，各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
区编外教师待遇水平标准，纳
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提高编
外教师待遇水平。在确保本市
事业单位编制不突破中央控编
总量的前提下，将盘活的事业
编制优先用于支持教育等民生
事业的发展。

2017年至今，市委编办通过
“减市补区”的办法，共核增了
4000 多个事业编制用于支持区
级基础教育事业。

广州5年新增教师近3万人
累计增加公办基础教育学校327所，全

市教师总量超15万

广州警方推出人像数据“一次采集，多事复用”

市民一次照相
即可生成多种证件相片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通讯

员马钰、王璠、邱礼宏报道：9月13
日，记者从广州公安部门获悉，今
年以来，广州警方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整合警务和社会
资源，推出全市人像数据“一次采
集，多事复用”便民措施，打造全市
公安行政服务窗口部门统一取像
设备、统一采集标准、线下一次取
像、场景共享复用的服务新模式。

据介绍，此前，广州市公安局
交警、出入境、户政部门办理业务
所需照片拍摄标准不同、规格不
一，群众在营业性照相馆拍照后
仅 可 申 办 一 类 公 安 业 务 。 从
2021年 8月 13日起，广州警方联
合省内各警种人像库维保单位和
市内营业性照相馆，在全市范围
内试行推出人像数据“一次采集，

多事复用”项目，群众在照相馆一
次照相，自动生成多种证件相片。

新措施实施后，原有的《广东
省机动车驾驶证数字相片采集回
执》《广东省出入境证件数字相片
采集回执》《广州市居民身份证数
字相片回执》统一整合为新回执
——《广州市数字相片回执》。群
众持新回执，在 180 天有效期内
可申请办理广州市内的车驾管
（符合年龄或有办证需求时）、出
入境、身份证等业务。

市民群众扫描相片回执上的
二维码，即可将电子相片及回执
下载保存到手机，既可用于公安
窗口业务办理，亦可用于其他用
途，实现最大资源共享。如相片
回执遗失，亦可在有效期内重新
打印使用。

禾信仪器在科创板成功上市
被誉为“质谱仪第一股”；广州开发区上市企业

增至66家，居全国经开区第一

广州一业主把发生凶案的房屋隔成两间出售

法院判定：均属“凶宅” 故意隐瞒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刘娅

广州一位市民买房后却发现，
这里曾发生过命案，起诉称是凶
宅，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定金。而
法院调取刑事案件档案后发现，
201房曾发生过凶杀案，凶案发生
时涉案房屋与隔壁201房打通为
一套房屋，凶案发生后被隔成两
间，而涉案房屋南侧正好与201房
相邻。这种情况下，涉案房屋是
否算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房
屋买卖合同》能否解除？广州市
白云区法院13日介绍了这宗案件
的办理结果。

2020 年 5 月，蒋某经中介某
鸿公司介绍，向张某购买广州市
白云区某小区房屋，双方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总价为
363万元，定金20万元，中介费由
蒋某承担。

次日，蒋某向张某支付定金20
万元、向某鸿公司支付中介费6万
元。之后，蒋某发现涉案房屋曾发
生凶杀案，要求终止履行合同并退
还定金20万元，张某不同意，于是
蒋某起诉到法院。

法院前往公安分局档案室调
取刑事案件档案，档案显示，2013
年涉案房屋的隔壁201房发生过
凶杀案，但凶杀案发生时涉案房屋
与隔壁 201 房打通为一套房屋。
根据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的房地
产平面附图显示，涉案房屋的南侧
与201房相邻。

那么，这种情况下，涉案房屋
是否算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
《房屋买卖合同》能否解除？

法院认为，根据法院调取的刑
事案件部分档案中的现场勘验笔
录可知，涉案房屋在凶杀案发生时
与相邻的201房打通为一套六室
两厅的房屋，据此可以认定涉案房
屋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重大刑事
案件。即使涉案房屋与相邻的
201房在出售时已被恢复物理间
隔，但不影响涉案房屋曾发生过非
正常死亡的重大刑事案件的事实
存在。

原告主张被告出售的涉案房

屋存在质量瑕疵，要求解除《房屋
买卖合同》。法院认为，本案中，房
屋的质量除房屋的主体建筑、装修
等客观质量外，还包括房屋是否便
于生活居住使用等交易价值，对交
易价值之瑕疵的救济应与质量之
瑕疵作同一处理，可类推适用质量
之瑕疵的规定。中华民族传统习
俗中存在追求喜庆吉祥、忌讳死亡
和趋利避害的心理，这并非封建迷
信的范畴，而是社会传统遗留下来
的一种善良无害的风俗。根据我
国传统的民风民俗及公众的一般
心理，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
件，将导致普通民众在正常交易情
形下通常不愿购买该房屋。根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和前述分析，涉案
房屋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重大刑
事案件属于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
量要求，原告可要求解除合同。

法院指出，合同解除后，被告
应返还定金20万元给原告。因被
告交付的涉案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中介费损失6
万元合法合理。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一审判决
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被告张某向原告蒋某返还定金
200000 元 、赔 偿 中 介 费 损 失
60000元。被告上诉后，广州中院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表示，“凶宅”是指曾发生
枉死、他杀、含冤或恨而自杀等非
自然死亡事件，同时伴随人们的相
关心理因素或是灵异事件频传的
建筑物。“凶宅”属于直接影响案涉
房屋交易的重大信息，不管按照合
同约定的告知义务还是根据诚实
信用原则，出售人在出售案涉房屋
时均应向购买者告知上述信息，由
购买者自己决定是否购买。如果
出卖方明知而故意没有将上述信
息告知，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从
而影响购买方的正确判断，最终作
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其行
为构成欺诈。购买者在法律规定
的期间内，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
买卖合同。

为迎接新线开通

广州地铁线网图“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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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东科
学中心、羊城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珠江科学大
讲堂第87讲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本期大讲
堂邀请了华南理工大学智能软件与机器人科
研团队负责人、广东省机器人协会专家委员
会执行主任、广州市机器人软件及复杂信息
处理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闵华清教授作关于
“机器人智能与软件”的专题讲座（见左图）。

广州地铁十八号线、二十二号线番禺广场站内部（资料照片）

羊城晚报讯 记者柳卓楠，通
讯员范敏玲、岑猷辉报道：9月 13
日，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功上市，
证券简称为“禾信仪器”，证券代码
为“688622”，发行价 17.7 元/股，
被誉为“质谱仪第一股”。禾信仪
器也成为广州市第 10 家科创板
上市企业。

禾信仪器是一家集质谱仪器
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为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掌握质
谱核心技术并具有先进工艺装配
能力，是国内唯一一家以“质谱分
析技术”入选科技部“国家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的企业。2019年禾信仪器进入工

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名单。
其产品及服务高度聚焦于大

气 环 境 监 测 领 域 中 的 PM2.5、
VOCs 和 O3监测，在该细分领域
取得了较强的品牌优势，同时，公
司正在向医疗健康、食品安全等
应用领域进行拓展。本次 IPO，
禾信仪器拟募集资金 3.26 亿元，
用于质谱产业化基地扩建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综合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禾信仪器成功上市，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上市企业累计
达66家，上市企业数量居全市第
一、国家级经开区第一。全区累
计培育科创板上市企业 7 家，占
全市70%。

50年造出世界杯
水平机器人足球队？难

闵华清说，机器人即是先进
制造业的关键支撑装备，也是改
善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切入点。
而机器人研发及产业化应用是衡
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高端制造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如今，机器人系统日益复杂，
从以前的简单功能的机械作业，
到现在传感器硬件越来越多、运
动结构越来越复杂、软件系统越

来越庞大、应用功能越来越强大，
实现更多复杂功能智能作业。而
机器人核心价值主要决定于机器
人软件、涉及机器人系统软件和
智能技术。

闵华清说，当年世界上有机
器人足球赛后，就曾经有学者提
出，要用50年时间来打造出一支
可以与世界杯明星足球队抗衡的
机器人足球队，但是20多年过去
了，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估计太乐
观，50年的时间恐怕不够。

“为什么不行，因为首先机器
人本质上是由钢铁材料制成，人

体无法与之正面对抗。其次，自
重很大的机器人踢足球，必然要
求有庞大的电池，这一点技术上
无法突破。”

国际化组织 ISO曾经给出了
一个关于机器人的定义，分为功
能性、通用性、独立理性、智能性
四个方面。功能性上，机器人要
具有类似于人或者其他生物的某
些器官功能；通用性上，机器人要
具有通用性，工作种类多样，动作
程序灵活易变；独立性上，机器人
要具有独立性，完整的机器人系
统在工作中可以不依赖于人的干

预；智能性上，机器人要具有不同
程度的智能性，譬如记忆、感知、
推理、决策、学习等。

软件是机器人的
“灵魂”

闵华清继续介绍说，机器人
主要分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三类。工业机器
人最早应用在汽车制造业上，而
火星车则属于典型的特种机器
人，扫地机器人、宠物机器人等则
属于服务机器人。

机器人系统是如何组成的？
闵教授说，机器人在硬件上有传
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类似于人
类的感官、大脑和手脚，而软件，
则是机器人的灵魂。

闵华清说，机器人软件是运
行于机器人控制器上的程序，从
传感器获取环境信息及机器人自
身状态，使用相应算法进行数据
分析和处理，操作机器人执行器/
机械结构，实现机器人的任务。
机器人软件操控着由传感器、执
行器、机械结构等组成的机器人

“身体”。
随着机器人应用领域的快速

扩充，机器人软件正变得越来越
复杂。如何快速有效设计和实现
高质量的机器人软件，是学术界
和工业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机器人不仅要像人一样去
思考、去感知，而且还要在非常复
杂的环境下做复杂的运动。所
以，软件就会越来越庞大，而运用
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多。”

他举例说，为了打造隔离酒
店服务机器人集群，要实现门禁
打卡、测体温、配送、巡逻、清洁
等功能，就要有机器人云端中控
平台，可以对全产品线机器人集

中管控，实现信息管理、记录查
询、远程监控、功能设置等功能。

机器人需要AI 来
加持

机器人为什么需要人工智
能？

闵华清说，因为有些任务过
于复杂，无法有效考虑所有细节
并精确建模。人工智能算法则可
以从数据中学习规律，更容易维
护和拓展。让机器实现类人智
能，目的是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
智能，要实现认知计算、计算机视
觉、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自然语
言处理等能力。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之间是什么关系？闵教授说，
人工智能是让机器人能够像人一
样进行学习和思考，机器学习是
一种实现人工智能的方法，而深
度学习是一种实现机器学习的技
术。

譬如，要让机器人辨认出一
瓶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
先要拍照，然后进行分类，标记各
种边界，然后在数据库中进行匹
配，最终确定这是一瓶水。区别

于传统的浅层学习，“深度”强调
了模型结构的深度，包含多层隐
藏节点，“学习”则明确了特征学
习的重要性，要求全自动数据分
析。

而现在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
主要是视觉和语言处理。闵华清
举例说，他们团队之前研发了一
种暴力视频的分类方法，需要解
决如何聚焦人类骨架反应运动特
征，利用3D点云骨架特征表示转
化目标任务。

闵华清还提到，深度学习的
产业化应用仍然存在着很多难
以解决的问题，越晚解决，新 AI
寒冬出现的风险就越大。譬如
数据依赖性强、模型增量性差；
数据不中立、机器偏见难以避免
等等。在实际应用上，如无人驾
驶中，在路况复杂、天气恶劣情
况下，难以保障安全性与可靠
性；在医疗行业中，缺少高质量
的标注样本和可解释性模型，难
以真正推广应用。

闵华清说，当前我国在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要突破的
核心问题有四方面：一是系统软
件，二是集成电路，三是核心算
法，四是核心零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