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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由江西、福建
两省省委网信办和中国铁路
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
办的“发现最美铁路”活动启
动。参加人员从英雄城南昌
出发，沿着京九、赣瑞龙、南龙
铁路及昌赣、合福、沪昆高铁

组成的环线铁路，重温革命
历史，探寻红色故事，纵览发
展变迁，感悟初心传承。截
至3月31日，赣闽两省铁路总
营业里程8469.2公里，铁路、
高铁连线成网，为地方经济
发展带来新动能。 （铁 薇）

“发现最美铁路”活动启动

直击上海车展：拥抱汽车行业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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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被誉为全球汽车行业技术
和市场风向标的 2021上海国际车展落下
帷幕。在车展媒体日，本文作者用时 7小
时“暴走”近 2.7 万步，方才刷完整个展会
约三分之二展位。从“拥抱变化”的主题
可以看出，当前汽车行业的电动化和智能
化是本届上海车展的焦点。汽车与信息
通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融
合，近千家车企及相关企业，不约而同地
开始拥抱数字经济下的产业新变化，集体
站队智能网联下新出行的发展行列。超
200 款全新车型首发上市，各类汽车科技
的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和创新理念全方位
亮相，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首发新车型、新技术
扎堆亮相

在上海车展现场，除新能源产品之
外，自动驾驶、智能座舱、V2X等新技术也
得到集中展现。车展也不再仅仅是车企
间的大聚会，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科技企
业纷纷跨界涌入，让本届上海车展增添了
几分神秘色彩。其中，百度Apollo自动驾
驶的最新进展在车展中得到发布，预计今
年下半年自动驾驶将迎来量产高峰，每个
月都将有一款搭载 Apollo 自动驾驶功能
的新车上市。

本届上海车展，江西车企江铃福特推
出了多款SUV车型，全面覆盖了合资品牌
大中小型 SUV市场。江铃福特乘用车家

族首次联袂亮相，全系车型包括大空间智
能 SUV福特领界 S、硬派越野王者福特撼
路者、高端商务休闲 MPV福特途睿欧以
及中大型家用舒享 SUV福特领裕等。此
外，全球头部车联网、智能座舱、自动驾
驶、激光雷达、汽车芯片等领域的企业均
参与其中。如采埃孚带来全新一代“采睿
星”车载超级计算机；芯驰带来基于芯驰
G9X芯片研发的网关；无人机企业大疆发
布自动驾驶品牌“大疆车载”等。

未来出行、自动驾驶
成新赛道

据观察，本届上海车展汽车科技中受
关注度较高的，是一款搭载华为ADS高阶
自动驾驶系统的新车型阿尔法 S，其展台
被大量人群长时间围观。该车具备华为
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可实现全程由车辆
自行判断路况并自动驾驶，在实际道路行
驶时无限接近人工驾驶，提供直行、左转、
无保护转弯等功能。同时，由上汽集团、
张江高科和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打造的智
己汽车展示了其首款车型智己L7，新车搭
载英伟达Xavier芯片、15个高清视觉摄像
头、5个毫米波雷达，以及12个超声波雷达
的融合感知解决方案，可实现全场景、超
视距全路况感知。

在未来出行展区发现，今年出行类别
品牌出展规模相较往年扩大了许多。专
家表示，配套商在电子电器架构、智能生

态软件研发等方面正在实
现快速突破，如果说前几年
大家都在追求单点智能研
发，比如雷达、传感器、智能
硬件等，今年行业则已经在
向软件平台深入，甚至形成
自己的生态，比如华为、未
动科技、大疆等等。伴随行
业进入“软件定义汽车”的
新赛道，新玩家也在不断涌入汽车圈。

新体系造车、服务商
走上前台

今年上海车展是第19届，对比仅有整
车制造商参展的过去式，近两年随着新能
源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造车新势力的加
盟，众多外部企业各带独门黑科技纷纷登
场，包括传统的低速电动车升级企业，设
计公司造车、家电企业造车、互联网企业
造车、房地产企业造车等，造车的热情被
点燃。而传统车企也是考虑到体制机制
等的创新需要，独立孵化出新体系造车。
自 2019年下半年开始，诸如长安、东风、
上汽、江铃等央企国企纷纷开始以岚图、
易至等品牌切入智能电动汽车的新造车
浪潮。紧随其后的便是极氪汽车、沙龙智
行等新品牌，整合旗下传统车企的纯电动
汽车业务，并开始以独立品牌的姿态衍生
出新的公司、产品和业务。

伴随智能网联汽车深度融合的新机
遇，在5G、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带动下，我国汽车智能化发展路线开始成

熟，形成了技术融合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
国家战略，随着汽车的新“三化”趋势，智能
网联带来的汽车与信息通信、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让众多过去在后
台的服务商走上前台。快步浏览上海车
展，不难发现大部分新车装备的车载操作
系统，像是手机操作系统，如塞班、MeeGo、
安卓、Windows Phone、iOS 以及黑莓的
QNX、开源社区的 Linux、谷歌的 Android
等“混战”的市场局面。专家表示，汽车行
业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载体，是诸多
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基础性拉动，发展新
能源汽车，推动汽车新“三化”，必将使汽车
工业带动制造业和相关产业创新突破，迎
接辉煌未来。 （吕东来 文/图）

近日，商务部发布消息，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部署要求，我国将加快推行小型非
营运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促进二手
车便利交易，加快形成二手车交易全国统
一大市场。为此，商务部联合公安部、国家
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登
记跨省通办 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旨在从制度方面着力解
决二手车异地交易周期长、不便捷等问题，
进一步促进二手车交易行业发展——

一是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当前我
国二手车市场日益活跃，二手车交易持续

增长，群众异地购车需求明显增多。为便
利二手车异地交易，《通知》提出，对已登
记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以下简称小
型非营运二手车)，买卖双方可以选择在车
辆转出地或者转入地进行交易。办理交易
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二手车经销企
业、二手车拍卖企业等经营主体应当依规
核验车辆及手续资料、开具二手车销售统
一发票。对在车辆转入地和转出地以外第
三地进行交易的车辆，不得为其办理交易
事宜。通过明确异地交易和发票开具要
求，实现“马上办”“就地办”，切实保障在转
入地办理交易手续的政策落地落实。

二是便利二手车转移登记。《通知》明
确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转移登记实行档案
资料电子化网上传递，群众办理完交易手
续后，无需再提取纸质档案，减少提档等
候时间，减少携带、保管、转交档案的种种
不便。对在转入地交易的，二手车买方可
以就地直接办理车辆查验、登记，无需再
返回登记地验车、办理转出，变“两次登记
查验”为“一次登记查验”，减少两地往返。

三是规范二手车交易行为。《通知》进一
步强化了经营主体责任，确保交易安全，维
护交易各方合法权益。要求二手车经营主
体在办理二手车交易事宜前，应当通过全国

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准确采集
并及时报送相关交易信息，核对二手车交易
双方当事人和交易车辆的相关信息及凭证，
建立完整的二手车交易档案，并按照规定的
时限保存。对二手车买卖双方委托代理人
办理二手车异地交易手续提出了细化要求。

此外，《通知》对政策落地实施进度做
了具体部署，明确2021年6月1日起，在天
津、太原、沈阳、上海等20个城市试点推行
小型非营运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
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全部推行；2022 年
全国全面推行。 （业 鹏）

近日，江铃福特乘用车家族在
上海车展发布了一款中大型家用
舒享SUV福特领裕。至此，江铃福
特乘用车家族已经逐步建立从两
口之家到多口之家、从硬派越野到
商务出行的完整产品架构，面向更
加精准的消费人群，展现了江铃福
特在乘用车市场新的产品战略体
系。据了解，本次发布的新车福特
领裕，搭载性能强劲的 2.0TEco⁃
Boost®直列四缸涡轮增压直喷发
动机，兼顾动力性和经济性，为三
代同堂全家出行提供了高品质选
择，该款车型将从本月底开始陆续
向国内车主交付新车。

为了响应城市 SUV 市场和多

人口家庭更加细分的用车需求，本
次江铃福特领裕布局推出了5、6、7
座版车型。“如果你坐在这款车的
第三排感受一下，就会发现福特领
裕在空间方面的优势。”江铃汽车
总裁王文涛认为，这款新车的性价
比非常高，科技感也非常强，进一
步满足了家庭多乘员多用途、高品
质的出行需求。他表示，未来江铃
福特将与经销商一起，针对消费者
多元化需求，提供更多体验，并通
过江铃福特全球180家展厅全新标
准升级而来的“Family Space 家空
间·福特体验店”新场景，让购车者
切实感受到江铃福特的全新服务
体验。 （东 来 文/图）

4月 27日，从江西高速交警一支队五
大队获悉，近期江西高速交警依托集成指
挥平台，开展信息化勤务，精心研判，科学
部署警力，快速反应，成功拦截处置了一
批通行高速公路的预警嫌疑车辆，净化了
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据了解，高速交警在接收到车辆行驶
实时超速违法的预警后，经核查车辆信息
及所有人，交警指挥室立即派出警力在高
速公路的收费站处置拦截违法车辆。在

被拦截的违法车辆中，一位来自余干县的
驾驶人甘先生表示，今后开车一定看清高
速公路的限速标志，不能只听导航的，“容
易被超速”。甘先生表示，自己开车都是
听着导航走，以为按照导航的语音提示行
驶不会超速，但当高速交警告知其在杭长
高速公路金溪湖大桥上，行驶速度远超限
速标志 100公里/小时，他才恍然大悟，自
己过于依赖导航了，这样超速行驶一旦发
生事故非常危险。

江西高速交警在对驾驶人甘某进行
严厉的批评教育后，对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 6分的处罚。交警提示：
超速行驶的车辆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驾驶汽车超速行驶使得反应距离延长，同
时过快的车速使得两边的事物会比较模
糊，视野变窄；太快的车速，由于惯性作
用，就会加重事故后果以及制动距离延长
等危害。 （杨建平）

近日，江西省5G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印发《2021年
江西省 5G 发展工作
要点》。该《要点》明
确 ，2021 年 新 开 通
5G 基站 2.1 万个，实
现“县县通 5G”和重
点城镇以上地区 5G
网络连续覆盖，加快
开展“5G+工业互联
网”“5G+交通”“5G+
农林”“5G+医疗健
康”等应用，助推江西
省建设成为在全国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 5G
产业发展先行区、创
新应用示范区。

根据《要点》，我
省将推动有条件的
设区市综合利用5G、
北 斗 、车 联 网 等 技
术，规划建设车路协
同示范区，探索开展
无人驾驶、无人物流
配送试点，发展车辆
编队自动行驶、高级

别自主驾驶等新模式；推动省内汽车
产业深化智慧网联汽车的研发生产
及智慧交通智能识别系统研发；推进
赣州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试
验区）建设，拓展 5G无人机在物流配
送、公路巡查、交通疏导、应急救援等
领域的应用。 （欣 悦）

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业
发展中心发布《关于重型柴
油车国六排放产品确认工作
的通知》，要求自今年 7 月 1
日起停止生产、销售不符合
国六标准要求的重型柴油车
产品，并公示了产品名单。
国六排放标准提标，通过机
内净化已无法满足要求，需

要同时使用 NOx 和 PM 的
后处理控制技术，技术要求
更为复杂，将带来产业链需
求扩张。据了解，部分汽车
科技公司一季度营销增速翻
番，受益于国六相关产品销
售量明显增长，其中一季度
轻型柴油机涂覆与封装领域
市场趋旺。 （辛 化）

工信部：

7月起国六以下重型柴油车将停售

日前，从省商务厅市场
体系建设处获悉，我省新一
轮汽车下乡活动已正式启
动。据了解，本次汽车下乡
活动结合云车展以小程序
平台的形式上线，入驻的各
类汽车商家、厂家，让利消
费者。省商务厅市场体系
建设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江
西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
与传统项目深度融合，以汽
车厂商 4S店为依托，利用各

自优势资源和条件，积极思
考创新，调整发展策略，举
办一场新样态的活动，联动
各行业打造一场江西本地
汽车商的线上购物活动，充
分利用互联网+覆盖本土
消费人群，大力倡导新能源
汽车消费，促进汽车下乡，
释放农村消费力，是加快构
建城乡一体化的汽车销售
和售后服务网络的一个新
尝试。 （文 朋）

省商务厅

启动云车展汽车下乡活动

近日，从江西五十铃厂
方获悉，一季度该品牌汽车
产销同比增长 115.6% ，其
全新一代 D-MAX 也在南
昌工厂下线，这是五十铃
D-MAX在全球范围内的第
300 万辆新车，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作为全球化全领
域 高 端 皮 卡 ，全 新 一 代
D-MAX下线意味着中国皮
卡开始向全球化方向迈进。
从 1972 年 的 第 一 代
D-MAX， 到 第 七 代
D-MAX，全球销量累计达

300 万辆，该车在皮卡市场
占有率已高达 44.6%。全新
一代 D-MAX 搭载 ISUZU
原装劲蓝动力 RZ4E 1.9T
柴 油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20kW，最大扭矩 360Nm，
新车同步搭载全球先进悍盾
底盘，大截面纵梁结构，提升
了承载力和安全性。且全新
一代 D-MAX 配备了真正
意义上的 L2 级别自动驾驶
系统：无钥匙进入、远程发动
机启动、大灯伴我回家等智
能配置。 （吕 文）

江西五十铃皮卡迈进全球化

全新一代D-MAX第300万辆车下线

4 月 24 日，从广汽传祺
南昌贤良 4S店获悉，该品牌
推 出 两 款 全 新 升 级 车 型

“GA4 PLUS” 和 “GS3
POWER”。同时，一场名为

“百城劲·省双车”挑战赛在
昌开赛。广汽传祺闽赣区负
责人表示，新车 GA4 PLUS
发动机终身质保，该车有
4735x1805x1500mm 的车身
尺寸，配合 2660mm的轴距，
空间表现超越同级。车辆采
用最大乘员舱设计理念，前
排空间达到 1060mm，加上
950mm 头 部 空 间 以 及

850mm 腿 部 空 间 ，GA4
PLUS搭载传祺第三代 235T
发动机与 7速湿式双离合变
速器组合，最大功率120kW，
峰值扭矩 235Nm，百公里综
合油耗低至 5.3L，高效动力
和 超 低 油 耗 兼 得 。 GS3
POWER 搭载传祺第三代
235T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
5.9L。 2021 款 传 祺 GS3
POWER 270T 自动劲爽版
搭载 1.5T（四缸）发动机，匹
配爱信 6AT变速箱，最大功
率124kW（169马力），峰值扭
矩265Nm。 （王 飞）

广汽传祺推升级车型

“百城劲·省双车”挑战赛南昌开赛

4 月 26 日，从比亚迪汽
车江西区域获悉，该品牌启
动了今年首款油电混合车型
秦 plus DM-i。据了解，秦
plus DM-i较大的卖点是低
油耗，作为一款插电式混动
车型，该车可以在彻底无电
池充电的状况下维持 3.8L/
100km的超低油耗，也可以像
别的插电式混动车型一样纯
电行车，纯电里程数最多可
达 120Km。该款配用全新
DM-i“非常混合动力”技术
性的新车预购期，已收获近

60万辆新车订单。该款新车
搭载比亚迪最新研发的骁云
插混专用 1.5L高效发动机，
该发动机的热效率为 43%。
新车有着纯电续航为 55km
或120km两个版本，在油满、
满格电的状况下，前面一种
综合性续航里程数可以达到
1180km，后面一种可以达到
1245km。凭着功率大的电动
机的优点，55km续航版车型
百公里加速时间为7.9秒，而
120km续航版车型百公里加
速时间则为7.3秒。（王 记）

比亚迪汽车

秦plus DM-i江西区域上市

商务部出台新举措：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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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福特乘用车家族发布新车型

中大型家用SUV福特领裕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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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高速交警：

用科技手段精准拦截超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