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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首次纳入全国性立法——

儿童乘车安全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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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乘车出行 安全不容小觑

“我国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并不
尽如人意”，近日，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

研究中心机动车辆研究室负责人表示，

“目前，我国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这与家长的意识、法律

约束、宣传教育及产品使用不便等多方

面都有关系。”不少儿童的家长常让孩子

坐在副驾驶位置，或者让儿童使用成人

安全带，或者家长抱住儿童乘车，这种

“中国式保护”其实是儿童乘车的三大安

全隐患。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儿童座椅一

位主检工程师认为，C-NCAP碰撞测试

及诸多交通事故均表明，没有使用儿童

座椅，孩子直接坐在后排会“飞”出去，和

车内的前排座椅或者仪表盘等物体发生

二次碰撞，造成严重损伤。在碰撞瞬间，

车内物体会产生 30倍至 50倍于自身重

量的惯性力。如果家长怀抱孩子在后

排，一个 10公斤的孩子则会产生 300公
斤至 500公斤的力，家长很难抱得住，一
旦安全气囊打开，会造成孩子头部和颈
部的错位，甚至导致死亡。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等约束装置
是目前保护儿童乘车安全的最有效手
段，是减少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的重要途
径。2020年 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于今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其中，
第 18条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
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
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
的伤害”，这为中国预防未成年人交通伤

害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使得儿童

安全座椅成为儿童乘车出行的必选项。

加强立法执法
保护儿童乘车安全

《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儿童安全座椅
首次写进全国性立法，彰显了国家对儿

童乘车安全问题的重视。要做到儿童乘
车安全出行，除了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外，
车上还有一些对儿童有保护作用的配
置，作为父母也应该多了解。如汽车儿
童安全锁。乘客乘坐在后排座位时，车
门从里面打不开，但是外面能打开，还以
为是车门坏了。其实是后门打开了儿童
安全锁的缘故。儿童安全锁是专门针对
儿童安全设置的一项配置，当上锁时，儿
童乘坐在后排无法从里面打开车门，家
长可以从外面打开车门，防止儿童乘车
时自己打开车门引发事故。

专家表示，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可以
降低孩子在车祸中所受到的伤害。5岁
以下且体重较轻的孩童，都应该使用儿
童安全座椅，超过 5岁但体重在 18公斤
以下的儿童，也应该使用辅助椅垫。

“自己开私家车带孩子去自驾游，

家人抱着小孩坐腿上，不占座位算不算

超载？”本报读者刘先生日前来电询

问。江西高速交警有关人士回复：轿车

上高速超员儿童人数的处罚和运营载

客汽车是一样的，因为私家车同样属于

载客汽车的范畴。轿车通常为 4 座或

者 5 座，4 座车超载一个也就是超过核

定载客人数的 25%，5 座车超载一个也

就是超过核定载客人数的 20%。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记分分值》显示，超过核定载客人

数 20%以上的，会处以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并扣 6 分。为了儿童乘车

出行的安全，私家车也不得超过核定载

客人数。 （吕东来 文/图）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推动
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行动计划》。根据
规划，到2035年，我国公共领域用车将全
面实现电动化，包括公交车、城市物流
车、环卫清扫车等方面，此外，燃料电池
汽车也将实现商业化应用。

当前电动化成为汽车行业发展的趋

势和方向，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高
质量发展，相关部门也推出了不少政
策。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到：

“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
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
实现商业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

现规模化应用，充换电服务网络便捷高
效，氢燃料供给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以
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水平和社会运行效率
的提升。”

而在 202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
暨展览会上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技术路线图 2.0》也明确指出，到 2035 年

全国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销量各占
50%，传统能源动力乘用车将全部为混
合动力。可以看到，无论对公共领域用
车还是私人用车领域，2035年都是一个
重要的节点。如何持续推出质量好、安
全性高、智能的电动车，是每个车企都在
思考的问题。 （欣 悦）

6 月 1 日，在江铃福特南昌 4S 店，
笔者预约试驾江铃福特新车型领裕。
这是一款智能化程度较高的新车型，自
适应巡航及AI语音等智能配置让试驾
过程异常轻松。作为一辆大中型 SUV
车型，福特领裕的尺寸足够大，该车有
着 4905x1930x1755（mm）的长宽高以
及2865mm的轴距。

跨入试驾车的驾驶座，富有豪华感
的内饰色彩搭配，双连体大屏采用了
12.3寸液晶屏幕，简约的中控设计采用
了木纹面板和菱形皮革包裹设计，整体
风格简约且富有科技感。该车采用了

旋钮换挡机构，把自动泊车、自动启停、
自动驻车等功能整合成单独按键，更加
便利。同时采用了拨杆式的驾驶模式
选择，启用了全新智能座舱系统。

通过试驾发现，该车的智能车机
AI语音智能系统可以听懂南昌话并执
行相应配置操作，例如“播放歌曲”“打
开车窗”“调低空调温度”等一系列用南
昌方言发出的指令，该车均能准确识别
并自动化操作。据了解，江铃福特领裕
采用了腾讯 TAI3.0 汽车智能系统，拥
有微信车载版等海量应用，同时具备高
识别度和分区语音控制功能，该车搭载

腾讯全球首发AR实景地图导航，并支
持HiCar、Carlife等多种手机互联方式。

本次试驾车为6座版，中排单独的
两个独立座椅十分宽大，其内置了通风
加热等人机工程设计非常实用。该款新
车全系采用了福特EcoBoost 2.0T涡轮
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24马力，峰值扭
矩3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6速湿式双离
合变速箱。总体而言，这套动力总成最
大的特点是平稳、平顺。无论是起步、初
段，或是中段、后段，试驾车都能给出一
个很好的动力响应。 （吕东来 文/图）

6 月 7 日，从蔚来汽车江西区域
获悉，该品牌第二代换电站在南昌市
西湖区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南昌首座
第二代换电站，也是南昌的第二座换
电站。

据了解，第二代换电站是实现车
辆自动泊入的换电站，运用 AVP(au⁃
to valet parking)自动泊车技术，换电
时通过 SAP(self-adaptive platform)柔
性加解锁平台，用户无需下车，实现
电池双轨道出入仓同步交换，一键操
作即可完成换电，进一步节约了换电
时间。

该品牌换电站南昌负责人表示，
第二代换电站的电池仓最多可仓储
13块车用动力电池，日服务能力最高
可达 312次，相比第一代换电站提升
超3倍。换电平台依靠数十万人类特
征图像的机器学习算法训练，能自动
识别进入换电平台工作区域的生物
体，一旦有生物体进入潜在风险区
域，可立即辨识，机械设备停止运动，
确保人员安全。

据悉，第二代换电站内会同时拥
有 70度和 100度两种电池可供更换，
第一代换电站目前仅有 70 度电池。
专家表示，目前在全国已完成建设的
有 225 座换电站、163 座超充站、350
座目的地充电站，接入的第三方充电
桩已达380000+根。随着全国充换电
网络的持续布局，江西也将同步加快
补能充换电设施的建设。 （业 鹏）

日 前 ，交 通 运 输 部 发
布了《2020 年交通运输行
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
示，2020 年全年全国共完
成 交 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3.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1%，
增速为近三年来的最高水
平。“主要指标持续恢复，
2020 年呈现先降后升的 V
形走势。”交通运输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去年交通固定
资产投资率先恢复，港口货
物吞吐量实现较快增长，货
运规模已基本恢复至疫情
前的水平，快递实现逆势增
长。此外，2020年运输结构
不断优化。便捷高效出行
比重持续提高，货运结构
调整不断深入，多式联运
也在加快推进。 （辛 化）

交通运输部：

去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近三年新高

近日，在中国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2021 年
度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
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产业创新联盟和国家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中心加强跨行业
整合、技术协同创新、测试示
范应用、产业生态建设等方
面取得阶段性成果。智能网

联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
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正处
于技术加速演进、产业加快
布局的关键时期。汽车产业
要着力打造“单车智能+网
联赋能”的中国方案，聚焦重
点工作，完善机制体制，加强
行业协同，促进融合创新，推
动共性技术攻关和新型生态
建设，加速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化发展进程。 （垂 范）

工业和信息化部：

着力打造“单车智能+网联赋能”中国方案

第八届国际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年会近日在北京
举行，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
驶示范区推进工作组负责
人在年会上发布了《无人配
送车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版），京东、美团、新石器成
为国内首批获得无人配送
上路资质的 3 家企业，在国
内率先实现了无人配送车
的“持证上岗”。据了解，该
细则主要创新内容包括，首

次提出对无人配送车驾驶
进行了分类和管理，要求必
须配备现场驾驶人和远程
驾驶人，还将无人配送车与
乘用车、卡车同等纳入先行
区自动驾驶监管平台监管，
实现平台统一化管理；该细
则对无人配送车尺寸、载
重、速度、动力等技术和检
测指标进行了标准规范，为
下一步无人配送车未来发
展奠定了基础。 （江 宇）

《无人配送车管理细则》发布

无人配送车需持证上岗

根据最新出台的《南昌
市居住区便民服务设施规划
审批管理规定(试行)》，对居
住区长期存在的“停车难”

“充电难”等问题，南昌市将
从建筑、规划设计入手，提高
居住区便民服务设施标准，
完善功能，为百姓解难，为小
区提质。该《规定》涉及三大
类设施，有十二条举措已于
本月正式实施。随着我国计
生政策的调整，家庭人口数
量有所增长，购买较大车型

的家庭逐渐增多，该《规定》
中将机动车位尺寸加长、加
宽。同时还要求新建居住区
配建的机动车位每10个车位
中设置1个加大车位，在横向
和纵向尺寸上各增加10厘米
至20厘米(由2.4米×5.3米加
大为 2.5 米× 5.5 米)。该《规
定》明确“新建居住社区要落
实 100%固定车位预留充电
桩建设安装条件”要求，每 5
个机动车位要建设 1个充电
车位。 （业 鹏）

南昌便民服务设施规划新规落地

居住区停车位、充电车位将增大增多

近日，有专家提出制约
新能源车普及的因素，一是
电动车的充电速度和续航里
程，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就是
购车成本。同级车型相比
较，电动车要比燃油车贵出
一些，主要原因就是电池成
本。不过，随着电池技术的
发展和制造成本下降，汽车
油电平价甚至低于燃油车的
一天，也终将会到来。随着
越来越多的新车企和传统车

企进军纯电动汽车领域，未
来六年内，纯电动汽车的平
均价格很可能会进一步下
降。专家预计，到 2027 年，
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将会低
于同类型的传统燃油车。到
2025年左右，可持续能源汽
车很可能会在新车销量中占
据领先地位。在我国市场，
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
领先性，油电平价的时代可
能会更早到来。 （任 民）

预计2027年

电动汽车生产成本将低于燃油车

据“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发布的信息显示，日前沃尔
沃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
司、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
自 2021年 7月 1日起召回以
下车辆，共计85辆——其中，
沃尔沃汽车销售（上海）有限
公司召回2016年4月15日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 生 产 的
2017-2020 年款进口 XC90

汽车、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召回 2018年 5月 5
日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生产
的 2019-2020 年款国产 S90
长轴距汽车。召回的原因是
由于设计原因，当车辆后座
椅控制模块显示屏上存在液
体时，模块可能检测到错误
的持续触摸信号。在极端情
况下，后座椅的人员可能被
卡住并造成伤害，存在安全
隐患。 （卜 奇）

座椅存在安全隐患

沃尔沃召回部分XC90及S90长轴距版车型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对儿
童道路交通安全提出了新规定，其中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首次纳
入全国性立法。专家表示，伴随汽车快速进入千家万户，儿童乘车
出行的安全问题逐渐增多。不管汽车拥有多先进的“黑科技”，父
母都需要对孩子的乘车出行安全高度重视。

工信部制定《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行动计划》

2035年我国公共领域用车将全面电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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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汽车听懂了南昌话
——试驾大中型SUV江铃福特领裕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药监局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检
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部署
开展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抽查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通知》提出，本年度监督抽查工作部
署在生态环境监测与机动车检验领域实

施重点专项整治行动，开展重点监管、提
高抽查比例。对存在虚假检测、伪造数据
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关机构，加大处
罚力度，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保持对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的高
压监管态势。

《通知》对国家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
机构和省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的年

度监督抽查工作分别作出部署。市场监
管总局组织实施的国家级监督抽查计划
检查 300家机构（含 80家国家质检中心），
重点抽查机动车检验、生态环境监测、国
土资源检验检测、水利水质监测、医疗器
械防护用品检验检测、食品检验等领域。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通知》要求，联合
省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本地

区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突
出重点领域监管，加大联合监管力度，发挥
综合监管合力，依法加大查处力度。

《通知》要求，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增
强主体责任意识，扎实规范开展自查，深
入排查风险隐患，系统做好风险分析，并
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预防、规避和降低
风险。 （垂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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