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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2016年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现行

《住宅建筑规范》的基础上，牵头承担了
《住宅项目规范》的起草任务。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国内14家
建筑设计、施工、研究、高校等单位组成
起草组，经过两年多的研编，目前已完
成了《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2 月 18 日，包括该规范在内的
38项工程建设规范一并公开征求社会
意见。

《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公
布后，其中第2.4.6条“住宅建筑应以套
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2月2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对
该条进行了解答。

该负责人说，“住宅建筑应以套内
使用面积进行交易”这一条款的提出，
主要考虑是从技术角度规范住宅面积
的计算规则。在规范起草过程中，对国
际国内住宅面积计算做法进行调研，按
套内使用面积计算是国际通行做法，而
我国住宅面积计算方式主要采用建筑
面积或套内建筑面积。按照《国务院关
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
知》中“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要求，为
了提高我国工程建设标准与国际通行

做法的一致性程度，此次规范征求意见
稿中拟将住宅交易的面积统一按套内
使用面积计算。

该负责人说，这一做法可以解决两
个方面问题：一是解决套内建筑面积相
同而住户使用面积不同的问题。由于
我国地域差异大、住宅结构类型多等因
素，造成住宅墙体厚度不同，导致套内
建筑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而套内实际可
使用面积不同。二是解决住户使用面
积不透明的问题。按套内使用面积进
行计算易于住户自行测量，实现“所见
即所得”。而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在
没有专业支撑的情况下难以做到。可

以说，从技术角度明确按套内使用面积
交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

该负责人说，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是
标准化法规定的必要程序，对提高标准
的科学合理性十分重要。《住宅项目规
范》涉及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此次征
求意见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一定会高度重视，
认真对待，深入分析研究，加强协调沟
通，修改完善相关内容，并做好进一步征
求意见和专家审查，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进行政策性、完整性、适用性和技术水
平审核把关后，按程序批准发布。

权威专家回应
住宅应以套内使用面积交易

为了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更好地满足
临床用药及公共卫生安全需求，浙江省政府决
定鼓励仿制药研发生产，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
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及时纳入采购目
录。

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改革完善仿
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浙江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鼓励仿制研发临
床急需、疗效确切、供应短缺的药品，以及防治
重大传染病和治疗罕见病所需药品、处置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所需药品、儿童使用药品、专利到
期前一年尚没有提出注册申请的药品。

浙江省政府在实施意见中指出，加快推进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相关企业实施技术改造
的可申请产业基金等资金支持。

浙江鼓励仿制药研发生产

据朝中社2月24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23日下午已乘坐专列离开平壤，启程参加
即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
晤。

报道说，为参加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河
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和会谈，金正
恩于23日下午乘专列离开平壤。这是朝鲜媒体
首次公开此次会晤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报道还表示，此次陪同金正恩出访的包括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李洙墉，外务
相李勇浩，人民武力相努光铁，党中央第一副部
长金与正，外务省副相崔善姬等。

此外，朝中社当天还报道了金正恩将访问
越南的消息。报道说，应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阮富仲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朝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和
会谈。

金正恩启程参加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美国心脏病协会《循环研究》杂志近日刊登
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多吃坚果，尤其是核桃、杏
仁、开心果等木本坚果，可能有助降低2型糖尿
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型糖尿病患者常会出现心脏病和中风等
心血管疾病并发症，而坚果中含有大量不饱和
脂肪酸、纤维、维生素E、叶酸和一些矿物质。然
而，食用坚果与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
风险之间的关联，此前所知甚少。

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利用饮食调查问卷，收集了1.6万多
名受试对象确诊2型糖尿病前后摄入花生和木
本坚果的情况。跟踪调查显示，这些受试对象
中出现3336例心血管疾病病例，其中1663例死
于心血管疾病。

研究人员分析后发现，与每月只吃不到一
份28克坚果的2型糖尿病患者相比，每周食用5
份共140克坚果及以上的2型糖尿病患者，其心
血管疾病总发病率降低17%，冠心病患病风险降
低 20%，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34%。此
外，与确诊糖尿病后未改变坚果摄入习惯的患
者相比，那些增加坚果摄入者罹患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降低11%，冠心病患病风险降低15%，死
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

研究人员还发现，多吃坚果与降低2型糖尿
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与性别、
体重或吸烟等因素无关。

吃坚果降低糖尿病患者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印度阿萨姆邦政府2月24日表示，该邦假酒
事件已造成156人死亡。

阿萨姆邦政府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
24日下午，该邦戈拉卡德县的医院报告有85人
因饮用假酒死亡，邻县焦尔哈德收治受害者的
医院报告71人死亡。

戈拉卡德县境内一处茶园的工人21日晚饮
用假酒后开始有人死亡，目前仍有200多人在医
院接受治疗。

阿萨姆邦首席部长索诺瓦尔已下令调查假
酒事件，并宣布将给予受害者补偿。警方也已
立案登记并收集了酒类样本，已有两名当地税
务官员被解职。当地警方说，目前已锁定19名
制售假酒的嫌疑人，其中5名嫌疑人已死亡。

2月上旬，北方邦和北阿肯德邦曾发生假酒
事件，造成近100人死亡。印度政府随即加大对
制售假酒的打击力度，这两个邦已有几十名地
方官员和警察被停职调查，数百名涉案人员被
拘留。

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商人兜售假酒造成
集体中毒的案件，这类假酒常掺兑工业酒精，可
致人死亡。由于管控不严，这类事件时有发生。

印度假酒事件
死亡人数升至156人

香港“隐世厨神”十年
“摘星之旅”

隐藏于香港兰桂坊的名人坊高
级粤菜餐厅的总厨郑锦富做粤菜已
经40多年了，他曾获得“隐世厨神大
奖”。靠天赋和努力成为名厨的他，
现在仍然几乎每天去菜场亲自买菜，
设计菜式。

记者来名人坊时正是春节前，这
里的订单很多，也是郑锦富一年中最
忙碌的时节，他正在制作这里的招牌
菜“燕窝酿凤翼”。

“将鸡翅里的骨头和肉掏出来，把
鸡翅多余的肉拿掉，将燕窝放进被掏
空的鸡翅里，用牙签像缝衣服一样将
鸡翅缝好，最后放到锅里炸。”郑锦富
边做边介绍。炸好后的鸡翅呈黄金
色，外皮焦香酥脆，里面裹着满满的燕
窝口感细腻软滑，深受食客喜爱。

2019 年已经是名人坊连续第十
年摘星“米其林”。但郑锦富说，“米
其林”每次颁奖前自己一点不知道，
主办机构一般邮件通知餐厅获奖，并
让去指定地点领奖，他并不知道“米
其林”评委何时来店里吃过。他说，
得奖很高兴，但主要是做好自己的餐
厅，用心做每一道菜，认真对待每一
位客人。

米其林指南评价，这家餐厅看似
不出众但别具魅力，地方虽小却常客
众多，因此必须提早预约。这里的广
东菜餐牌精简，但全是大厨郑锦富的
特选菜式。

1900年，米其林指南诞生于法国，
指南中最著名的是在1926年面世并
迅速成为美食界权威指标的“星级推
介”。2009年米其林香港和澳门指南
首次推出，港澳地区是“米其林”进入
中国的起点。2019米其林指南中香港
一共有 63 家餐厅摘星，汇聚各种风
味，体现了香港饮食行业的百花齐放。

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普勒内克

表示，港澳地区饮食在传统粤菜和澳
门菜式的丰富饮食文化熏陶下，结合
各国佳肴及饮食文化的影响，演化出
独特的地区风味。

浓浓港味海鲜火锅摘
钻“黑珍珠”

与郑锦富一样在获奖前毫不知
情的还有香港高流湾海鲜火锅老板
石辉明（飞哥），不同的是，他刚刚摘
得的是2019黑珍珠餐厅指南一钻。

米其林星级餐厅获得的是一块
星星形状的银色奖牌，上面标着获得
的星星个数。飞哥拿出的黑珍珠一
钻奖牌和米其林奖牌大小差不多，只
是形状是圆形，颜色是黑色，中间刻
着钻石个数。

高流湾海鲜火锅位于尖沙咀，主
打优质食材的高档海鲜火锅。每到
傍晚，店里就热闹起来，一楼大厅坐
满客人，大家围绕在热气腾腾的火锅
旁，品尝地道鲜美的海鲜。

飞哥从小在香港西贡的小渔村
高流湾长大，家里经营鱼排。十几年
前，他们把西贡的海鲜带到了繁华的
尖沙咀。他认为一间成功的海鲜火
锅餐厅最主要的是食材新鲜及保持
食物的品质，卖不完的食材绝不能隔
夜再卖。

一般来说能进入餐饮榜单的都
是些高档的精品餐厅，火锅被认为是
大众消费餐饮，为何会受到“黑珍珠”
的青睐？“黑珍珠”和米其林指南又有
什么区别呢？

“黑珍珠”评价，高流湾海鲜火锅
是香港著名高端打边炉，店里的海鲜
料足且新鲜，无须过多调味，简单配
以耗油，就能尝到最原汁原味的鲜美
海味。

黑珍珠餐厅指南是美团点评发
布的首份提出中国美食标准的美食
指南，目标打造“中国人自己的美食

榜”，2019年第二年发布，香港共有21
家餐厅进入2019“黑珍珠”榜单，包括
3 家三钻餐厅、10 家二钻餐厅和 8 家
一钻餐厅。

美团点评黑珍珠餐厅指南负责
人尹睿表示，“黑珍珠”偏重中国味蕾
的标准来遴选香港美食，邀请评委匿
名造访和评分，并由理事背对背投票
最终把关，最后第三方机构对理事会
评审工作执行商定程序。

尹睿表示，“黑珍珠”与米其林指
南的评判标准及视角不同，所以会有
不同的评判结果。米其林从“欧洲味
蕾”出发，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美
食。“黑珍珠”的所有理事及评委基本
都是华人，希望通过具有中国饮食文
化特色的餐厅评价体系，为消费者打
造一份“精选中国味蕾”的美食指南。

米其林三星法国名厨
的中国情结

香港的法国餐厅Caprice 在新出
炉的2019米其林指南中由二星上升
至三星，成为香港第七间米其林三星
食府，同时摘得“黑珍珠”二钻。

Caprice餐厅环境受到各方赞赏，
装潢古典、格调高雅，悬挂的水晶吊
灯富丽华美，在这里就餐，维多利亚
海港美景尽收眼底。

米其林指南评价，Caprice餐厅用
各种高级食材辅以精湛调料技巧的
法国菜式，每一道都将味道发挥到极
致，餐厅的酒单选择更是琳琅满目。

“黑珍珠”评价，Caprice主厨对现代法
式技艺的诠释很到位，同时也加入了
亚洲和法国本土的一些口味元素，服

务堪称完美。
2017年主厨纪尧姆·加利奥加入

Caprice，他擅长传统法国烹饪技巧并
精于菜式中多种味道的平衡。他从
小就梦想成为一位能烹制美味的大
厨，刚工作时，他会查阅米其林指南，
一家家地去试吃米其林星级餐厅，找
寻各种味道的奥秘。他在纽约、摩纳
哥、澳门、新加坡等地都工作过，对全
球各地的美味都自己独特的研究。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加利奥在
北京工作，中国的工作经验让加利奥
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菜味道和烹饪
技巧。

“中国有很多美味，可是全球很
多地区的人都不太了解，中国的餐饮
应走向全球被更多人品尝并了解。”
加利奥说。

对于自己家乡的米其林指南和
“黑珍珠”，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标准
的指南，但他很开心自己两者都能获
奖。

“米其林指南拥有超过百年的历
史，经过长期沉淀形成了独特的米其
林文化，米其林餐厅也是很多人孩童
时期就开始向往的地方。黑珍珠指
南是一种新兴的标准，如果经过长期
完善和积淀，或许不超过20年会成为
中国的餐饮标准。”加利奥说。

黑珍珠餐厅指南理事、香格里拉
酒店集团葡萄酒总监吕杨说，“黑珍
珠”带着互联网思维进入品质餐饮领
域，基于大数据支持，随时可以看到
消费者反馈，也能通过流量对大众产
生影响，这是它的不可取代性。但这
个评价指南还是一个新鲜事物，需要
继续完善。

从市井排档，到先锋名店，香港既是平民美食的天堂，也是高端

餐饮的万花筒。中外美食在这里汇聚，演绎出包罗万象、灵感不断

的美食大观。

中西餐饮指南一般把香港作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第一

站。那么在香港，当历史悠久的西方米其林指南遇上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中国黑珍珠餐厅指南，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刚刚摘得黑珍珠餐厅指南一钻的香港高流湾海鲜火锅店

当“米其林”遇上“黑珍珠”谁会是中国餐饮标准
一个是拥有百年历史的美食权威指标；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味蕾”标准

一年一度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将
于2月25日在巴塞罗那开幕。随着第
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商用日益临
近，从适用于消费者市场的5G产品，到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5G技术，将成
为各大厂商和业内人士在会上着重展
示和讨论的内容。

提到 5G，不少人可能更关注在消
费者层面带来的变化。然而，考虑到当
前成熟4G网络下，消费者日常使用智
能手机浏览网页、听流媒体音乐、看流
媒体视频的主要需求已较好地得到满
足，5G 是否会给消费者带来足够理由
升级手中设备？

美国知名管理和信息咨询公司埃
森哲高级董事乔治·纳齐说，在本届大
会上，除了会看到各大厂商竞相发力
5G设备，消费者是否真的需要一台5G
设备，以及最终到底是消费者还是企业
能从5G技术发展中获得最大益处等，
也将成为热门话题。

纳齐说，5G 将助力第四次工业革
命，它远不止一次技术迭代，“5G 是移
动通信技术在全社会所扮演角色的一
次根本变革”。

除了在消费者层面，远程医疗手
术、自动驾驶等专业领域也将是各大厂
商在本届大会力推的 5G 未来应用场

景。业内人士预计，本届大会将出现更
多相关技术解决方案，具体发展路线也
有望更为清晰。

智能手机发展趋势也将是本届大
会的热门话题。据美国市场分析机构
国际数据公司此前发布的数据，2018年
第四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
下跌4.9%，这也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
下跌。不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随着
5G 和折叠屏幕等新技术的出现，智能
手机市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转机。

大会开幕前，三星公司就抢先发布
了新一年的主力智能手机产品。其中，
采用折叠屏幕设计的智能手机 Galaxy

Fold 备受瞩目。这款手机外壳上配有
一个显示屏，但如果将其打开，里面会
呈现出另一块7.3英寸的显示屏，这一
尺寸已接近一些小尺寸平板电脑。

在与普通智能手机相仿的体积内，
借助折叠屏技术增加显示面积，为下一
代智能手机产品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
间。除三星外，不少中国厂商也在发力
折叠屏技术，预计本届大会将展现更多
相关技术和产品。不过，这一技术还需
经受市场检验。

此外，在5G构筑的“万物互联”时代，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将如何
加速发展也会是本届大会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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