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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浮梁通用机场正
式通过民航系统等多部门审
批，江西直升机公司获得审
批手续，即将开工建设。据
了解，该机场位于浮梁县鹅
湖镇果儿垄，属于江西、浙
江、安徽三省交界地区，具有
重要的空域辐射效益。同
时，这个项目还完善了景德
镇市重点打造的“高岭中国
村”大型田园综合体项目的
功能与业态。浮梁通用机场
项目于 2017年底递交申请，

第一期计划投资 1.36 亿元，
占地面积170亩，跑道长300
米，宽45米，计划2年左右的
时间完成建设。专家表示，
景德镇要发展航空产业，拥
有通用机场是必须要做的
事，“就像开汽车需要车道一
样，这为景德镇航空产业发
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民用直
升机试飞空域非常少、资源
稀缺，通用机场建成后，就意
味着民用直升机有了完整的
试飞空域。 （吕 文）

江西直升机公司获批新机场

景德镇浮梁通用机场落户

千亿企业
缘何扎堆跨界造车

众多企业跨界入局
新能源智能汽车制造

日前，小米集团发布公告称，该公司
决定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为了展示
企业实力与决心，连小米集团拥有的 1080
亿元现金余额也一并公布。该集团同时
表示，未来 10年小米将投入 650亿元用于
造车新业务。对于选择跻身造车行业，小
米集团负责人雷军表示，自己非常清楚汽
车行业的风险，小米公司拥有 10000 多人
的研发团队，有全球前三的手机业务，有
全球最好的智能生态，这些都是小米造车
的重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小米并不是第一个要
高调造车的大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
赛道上，阿里、五粮液、恒大、百度等也纷纷
跨界入局。之前腾讯宣布与吉利达成合
作；百度成立新能源汽车公司，与吉利达成
战略合作；阿里巴巴与上汽合作，推出智己
汽车；华为多次与车企达成合作进军新能

源汽车行业；苹果巨额投资起亚造车等。
今年年初，现代汽车与苹果达成了一

项关于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的合作，并将于
2024年在美国开始生产。2020年，恒大跨
界造车也悄然提速，恒驰九款车全球发
布，内饰及 H-SMARTOS 恒驰智能网联
系统相继亮相。五粮液则早在 2018 年就
斥资 24 亿元，购买了奇瑞旗下凯翼汽车
51%的股份。2020年 11月，阿里联合上汽
集团和浦东新区，联合打造智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
大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前有造车新势力，后有科技公司入
局，还有众多企业跨行。面对跨界造车，
传统车企未雨绸缪，纷纷战略布局。如通
用汽车的目标是未来 5年内，将推出 30款
新型电动汽车。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计
划在今年推出25款全新车型，其中包括13
款新能源车型。宝马集团计划到 2025 年

底，实现全球范围内 200 万辆纯电动车的
交付目标。

专家表示，小米等跨界造车的科技派
企业，凭借其在固有业务领域的硬件制
造、软件运营等优势，做出的相关战略延
伸正在说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的大浪潮
已势不可挡。又如百度等企业在智能电
动车领域早早布局，智能交通、自动驾驶、
汽车智能化及与传统主机厂合资的整车
制造等业务步入商业化阶段。

这些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行业理
解，将铸就不同的战略方向，正所谓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百度、阿里、华为、苹果、
腾讯、小米在各自领域都有很强劲的优
势，未来将有更多的重磅“玩家”加入，这
也激起人们对跨界造车的更高期待。

智能汽车是未来10年
的万亿级蓝海赛道

小米、滴滴、腾讯、阿里、百度、华为等

互联网大企业，缘何纷纷跨界新能源造车
行业？专家认为，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空气
污染问题，节能减排、“碳中和”成为全球
共识。而实现“碳中和”的需求端就是大
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重视绿色出行、绿色
消费。因此，国家能源安全战略要求，大
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行业以降低石油能源
的消耗。

一直以来，我国以每年2000多万辆的
年销量常年稳居全球最大的乘用车单一
市场，而汽车工业约占整个制造业产值的
10%，这一巨大的市场主要被德国、美国、
日本三家所分，产业链中高附加价值部分
均被垄断。而智能汽车制造，主要由电
池、电机、电控系统组成，核心部件不再需
要燃油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数据积累，众车
企都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赛道开始新的
竞争。

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标杆主
要看中国、欧洲及美国，其他国家竞争力
还欠缺。弯道超车的万亿级蓝海赛道，未
来我国企业将不再屈居产业链弱势环
节。相反，由于起步早、重视程度高，国内
新能源汽车产业有望占据产业链高附加
价值的环节，获取科技创新带来的高利
润。有机构预测，到 2035 年，全球智能驾
驶汽车产业规模将突破 1.2 万亿美元，中
国智能驾驶汽车产业规模将超过 2000 亿
美元。 （东 来 文/图）

日前，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
法》正式施行，汽车租赁行业自此
走向规范有序、有章可循。在本
次新规未下达之前，行业内一直
缺少国家层面上的统一管理依
据，地方性法规的不一致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租车平台的规模化
与网络化发展，统一性法规的下
达，意味着汽车租赁行业终于迈
向了规范。

据了解，本次法规的适应范
围限定在了9座及以下小微型客
车租赁，禁止代驾租赁，禁止使
用者将租来的车用于道路运输
经营，并设立了投诉制度。虽然
本次新规在细节上还有待完善，
但对于行业来说，新规的下达让
市场有章可循。汽车租赁的本
质在于将汽车的资产使用权和
拥有权分开，承租人短期获得车
辆的资产使用权。对于用户而
言，在网约车如此发达的当下，
选择租车而非坐车的目的在于
拥有更好的灵活性、便利性以及
极高的性价比。

得益于公众经济水平的提
高，居民的汽车需求持续上涨，然
而买车容易养车难、限购限行等
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驾驶员数
量与汽车保有量存在较大的缺
口，数据显示，我国汽车租赁用户
年轻化趋势明显，用户年龄主要
集中在18岁至35岁之间，占比达
69.8%。随着自驾游以及旅游目
的地租车游逐渐流行，休闲旅游
已经成为用户最常使用场景。加
之购新车上路折价、生活成本增
加、精神消费意识的提高等因素，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趋向“以租代
买”的用车方式，汽车租赁行业仍
算是个好“赛道”。 （王 静）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农村公路
中 长 期 发 展 纲 要》（以 下 简 称《纲
要》）。《纲要》旨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部署要求，科学指导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阶段农村公路
建设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纲要》指出，到 2035 年，形成“规
模结构合理、设施品质优良、治理规范
有效、运输服务优质”的农村公路交通
运输体系，“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格局基本形成。农村公路网络化水平
显著提高，总里程稳定在500万公里左
右，基本实现乡镇通三级路、建制村通
等级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
化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完备高效、资
金保障政策机制完善有力；基础设施
耐久可靠、安全防护到位有效、路域环
境整洁优美；运输服务总体实现“人便
于行”“货畅其流”，基本实现城乡公路
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

《纲要》展望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相适应、与生
态环境和乡村文化相协调、与现代信息
通信技术相融合、安全便捷绿色美丽的
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农村公路通
村达组、联通城乡，实现与特色小镇、美
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园区等
融合发展，满足人们对农村出行的美好
期望，有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适应交
通强国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
要。此外，《纲要》按照“建、管、养、运”
提出主要任务。 （仁 明）

当一家车企开始放飞自我地
研发性能车、组织赛事并不断参赛
时，意味着这家车企不仅在销售汽
车，而且是基于对自身技术的自信，
开始了与竞品车型较劲提高的过
程。随着领克推出03+、TCR赛场
上的夺冠，其新车在赛车圈也频频
亮相，最近领克又在南昌组织了一
次中国汽车登山赛江西站预选赛。

其实，汽车登山赛在国外已
有几十年历史，该比赛顾名思义
就是汽车比爬山的赛事，竞赛的
方式是从 A 点到 B 点谁用时最
短。不过这个A点限制为山脚，B

点限制为山顶。最早的汽车爬山
赛可追溯汽车诞生初期的 1897
年，在法国尼斯附近的 LaTurbie
爬山赛。

据了解，本次中国汽车登山
大奖赛（CHCC），也是国内首次
举办的汽车登山赛。在江西站预
选赛中，领克用来参赛的03+新车
为经过安全化的改装版车型。专
家表示，改装版的领克03+参赛车
辆，全都使用了原厂的动力系统
和传动系统，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领克汽车厂方对该款 03+车型性
能的自信。 （杨 友 文/图）

不久前，因某电动汽车内置摄像头
“高清画面”在海外市场被曝光，针对智能
汽车个人隐私保护是否到位、是否收集敏
感信息的质疑，引发讨论。该车企发布声
明称，驾驶室摄像头在北美以外的市场并
没有激活，即使是在美国，车主也可以自
由选择是否开启使用。这番回应被网民
怼上热搜：“要么，是个人隐私得不到足够

保护；要么，车主花钱买了个‘没用的摄像
头’！”

据了解，几乎所有智能汽车收集的信
息、交互的数据、有记忆功能的设置，都涉
及信息和数据安全问题。智能汽车正在
成为除了手机之外，最大的个人数据来源
渠道之一。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配置，
给车主带来方便，也给数据安全带来了新

挑战。专家表示，智能汽车可以采集覆盖
车主个人信息、车辆环境信息、车辆行驶
信息、车主手机信息等200多项信息，国内
同类厂商采集事项也有170多项。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智能化的大趋势下，针对数据
安全的监管必须加码。尤其是具有强大
数据采集能力的高等级智能自动驾驶汽

车，需要加快落实相关数据采集、存储、处
理、应用法律法规和标准。我国网络安全
法已对在中国境内收集产生的个人信息
和重要数据的境内存储做出严格规定；

《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
信息范围规定》中也制定标准，要求企业
的数据采集要遵循合规和最小可用原则，
不可过度采集。 （东 来）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3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78 亿辆，其中汽车 2.87 亿
辆；机动车驾驶人4.63亿人，
其中汽车驾驶人 4.25 亿人。
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
动车 966 万辆，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 388.6 万辆，增长
67.31%；与 2019 年一季度相
比 增 加 233.9 万 辆 ，增 长
31.96%，创同期历史新高。
从车型看，汽车新注册登记
750 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 291万辆，增长 63.33%；
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增加
123.3万辆，增长19.65%。摩

托车新注册登记 203 万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95.4万
辆，增长 88.63%；与 2019 年
一季度相比增加107.7万辆，
增长 113.08%。72 个城市汽
车保有量超过 100 万辆，16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 300
万辆。截至目前，全国载客
汽车保有量为 2.48 亿辆，其
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微型
载客汽车（私家车）达2.29亿
辆。从新注册登记情况看，
一季度新注册登记的载客汽
车 643 万辆，与去年同期相
比 增 加 237.3 万 辆 ，增 长
58.53%。 （辛 化）

首季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66万辆

创同期历史新高

4 月 10 日，从蔚来南昌
区域公司获悉，该品牌以“纵
横章贡，星火燎原”为主题，
在南昌启动了一个由蔚来车
友自发成立的“江来”车主
会。目前，蔚来汽车在我省
开设5个直营点，以及1代换
电站 1座。蔚来有关人士表
示，计划今年在江西省内开
启 10 座 2 代换电站，10 组
20kw超充桩群，打通省内沪
昆高速路段，目的地充电桩

覆盖省内热门自驾游景点，
从而争取解决用户对电车里
程焦虑的问题。据了解，蔚
来是全球化的智能电动汽车
品牌，于 2014 年 11 月成立，
旗 下 主 要 产 品 包 括 蔚 来
ES6、蔚来 ES8、蔚来 EC6、蔚
来 EVE、蔚来 EP9 等。该品
牌致力于通过提供高性能的
智能电动汽车与极致用户体
验，为用户创造愉悦的生活
方式。 （叶 朋）

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

在南昌启动“江来”车主会

近日，比亚迪官方公布
最新数据，3月份比亚迪汉销
量再次突破万辆，单月销量
达 10323 辆 ，环 比 大 涨
105.3%，延续了一直以来的
强劲热销态势，1 至 3 月，比
亚迪汽车共计销售 104145
辆，同比去年的61273辆增长
69.97%。其中，汉 EV 在 3 月
的销量为 7956辆，环比增长
94%，汉DM销量为2367辆，
环比增长 155.1%。据了解，
自 2020 年 7 月上市以来，比
亚迪汉 4个月实现连续销量

破万，累计销量达 68010台，
单一车型销量稳居国内新能
源车市场Top3，并持续领跑
中国品牌中大型轿车市场，
填补了中国品牌在中大型C
级轿车市场热销车型的空
白。专家表示，作为全球超
安全智能新能源旗舰轿车，
汉是首款搭比亚迪刀片电池
的车型，其在保证安全性的
同时，兼顾了续航。同时其
百公里3.9秒的加速成绩，是
目前我国加速最快的量产新
能源轿车之一。 （王 记）

比亚迪汉3月销售破万

领跑中国品牌中大型轿车市场

日前，一汽-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宣布，将于4月16日起
召回 191981辆 2018年 2 月 8
日至2020年7月27日生产的
部分国产一汽 - 奥迪 A6L
40TFSI 和 一 汽 - 奥 迪 A6L
45TFSI汽车。召回原因为车
辆由于隔热板供应商制造过
程中的问题，部分隔热板可能
压合不良，存在分层变形，使
用一段时间后个别隔热板可

能与排气管发生局部搭接，出
现受热碳化的情况。极端情
况下，其中间层的EPDM（三
元乙丙橡胶）与氧气充分接触
可能导致隔热板起火，存在
安全隐患。对此，一汽-大
众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一
汽-奥迪授权经销商，为召
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优
化后的隔热板，以消除安全
隐患。 （郭 跃）

隔热板装配问题或致起火

一汽-奥迪召回逾19万辆A6L汽车内置摄像头涉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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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要》出台
旨在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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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

领克新车03+
现身中国汽车登山赛江西站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房地产企业、家电企业、手机企业纷纷跨界造车。我国已明确
跨界电动汽车行业的百亿千亿实业企业逾数十家，越来越多的资本正跨界涌入汽车行
业，智能汽车正成为互联网巨头和实业大企业争夺的新入口。除了百度、阿里、腾讯等
已介入跨界造车外，苹果、华为等科技巨头也在加速跨界前行，并将与特斯拉、蔚来、小
鹏汽车、理想等造车新势力企业合力，推动汽车产业变革，打造全新的汽车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