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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SUV三大热点精彩纷呈

创新变革成北京车展“风向标”
本报记者 杨忠阳

本届北京车展上，新能

源汽车、智能汽车、SUV 成

为各大车企竞相发力角逐的

三大热点，既体现了当前汽

车市场的消费新动向，也反

映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未来

发展、演变的趋势。透过车

展，我们不仅可以解读最新

最前沿的技术和概念，还可

以从中管窥汽车产业未来竞

争格局

加强风控机制建设

我国首次设立光伏电站发电量保险
本报北京 4 月 25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缺少有效的

风险控制，一直是造成光伏电站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近日，
苏美达能源与鼎和财产保险、德国莱茵 TüV 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三方决定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专业能力优势，针
对苏美达能源旗下光伏电站资产，共同开展国内首例光伏
电站发电量保险合作。

据介绍，作为全球顶尖产品质量认证机构，德国莱茵
TüV 将全面客观地检测评定光伏电站的系统效率，统计
分析并预测系统所在地的气候情况，精确预测系统的发电
量，为发电量保险解决方案提供技术及数据支撑。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南方电网全资控股的
专业财产保险公司电力保险，将为光伏电站发电量保险提供
承保服务。苏美达能源副总经理芮春保表示，三方的合作将
建立准确评估投资风险、运营风险、融资风险并提供相应保障
的平台，提升电力流、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流通效率，增加光伏
电站资产信用，平滑收益风险，助力光伏行业健康成长。

乳蛋白率提高到3%——

我国完善生鲜乳质量标准
本报记者 常 理

中国农垦乳业联盟 2016 年主席联席会暨农垦乳业发
展峰会 4 月 21 日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农垦生
鲜乳生产和质量标准》及“中国农垦生鲜乳”产品标识。

据中国农垦乳业联盟主席冯艳秋介绍，与我国现行的标
准相比，该标准对几个主要指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一是将
菌落总数从每毫升200万CFU以下调整到了每毫升10万
CFU 以下，与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欧盟和美国标准一致。
同时，将反映奶牛乳房健康水平的体细胞数首次纳入到《中
国农垦生鲜乳生产和质量标准》中，并按国际最高标准制定，
两项指标的调整将使我国生鲜乳质量得到普遍提高。

二是将乳蛋白率提高到3%，这个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
生鲜乳的优质标准。

当前，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奶业
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异常困难的时期。冯艳秋分析，由于我国
生鲜乳的生产成本偏高，缺乏竞争优势，导致部分加工企业
选择低价进口工业奶粉做原料替代生鲜乳生产各类乳制品，
尤其是还原奶。这不仅降低了乳制品的质量，也严重制约了
上游奶牛养殖业的发展。一些规模化奶牛场生产的优质生
鲜乳价格持续下跌，从业者对奶牛养殖业的前景普遍看淡。

冯艳秋表示，此次发布《中国农垦生鲜乳生产和质量标
准》，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该标准的制定，进一步提高农垦奶
牛养殖水平，生产更多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生
鲜乳，引领民族乳业全面转型、健康发展。

据悉，“中国农垦生鲜乳”品牌标识，将对通过认证的牧
场授予“中国农垦生鲜乳”标准化生产基地的称号，乳品加
工企业使用经过第三方检测合格的“中国农垦生鲜乳”原
料，按照标准工艺生产的产品可以在产品包装上使用“中国
农垦生鲜乳”品牌标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传导体系，并通过大数
据平台实现产品的全程可追溯，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和
完善中。”冯艳秋说。

我国首款智能安保服务机器人问世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通讯员王握文报道：我国首款集
安全保护与智能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安保服务机器人“An-
Bot”，日前在第十二届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亮相。
这款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机器人，实现了低成本自主导
航定位技术等关键技术突破。

图为机器人“An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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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 郑彬报道：中国东方航空集团
公司（东航集团）和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携
程）4月21日在上海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及其
下属各级控股投资公司将在业务、股权、资本市场等领域开
展全方位合作。

业务合作方面，将充分利用各自资源向市场提供更具
竞争力的综合旅游服务产品。股权合作方面，将探索在低
成本航空、航空保险、IT 和电子商务等方面开展股权合
作。资本市场方面，携程承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亿元参
与认购东航股份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

目前，航空公司与在线旅行社（OTA）矛盾凸显，航空
公司期望提高直销比例，OTA希望在机票资源上有更强掌
握力，而东航与携程的合作整合了双方的优势资源，缓解了
矛盾，具有示范作用。业内专家表示，东航集团作为以航空
运输为核心主业的中央企业，与携程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
值链上有“天然的互补性”，此次合作意味着OTA加快布局
航空资源等上游领域，双方战略合作既是面对国际竞争格
局深刻变化，顺应国内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

“互联网+”创新发展模式、推动产业创新升级的探索实践。

携程入股东航

OTA加快布局航空领域

本报北京4月25日讯 记者林火灿
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
发文，要求各地严控煤电新增规模，对于
经电力电量平衡测算存在电力盈余的省
份以及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原则上
不再安排新增煤电规划建设规模。同
时，还将建立煤电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近年来，我国煤电行业面临利用小
时数逐年下降、规划建设规模较电力需
求偏大等问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表示，当前我
国电力行业地区性产能过剩问题开始
显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关于促进我国煤电有序发展的通
知》，明确要求各地严控煤电总量规模。

《通知》要求对于经电力电量平衡测算确

有电力缺口的省份，应优先发展本地非
化石能源发电项目，充分发挥跨省区电
力互济、电量短时互补作用，并采取加强
电力需求侧管理等措施，减少对新增煤
电规划建设规模的需求。

在推进煤电基地建设中，煤电项目
规划建设要利用基地现有煤炭产能，并
充分考虑环境、水资源承受能力以及受
端省份的用电需求。在调整存量方面，
要逐步淘汰服役年限长，不符合能效、
环保、安全、质量等要求的火电机组，
优先淘汰 30 万千瓦以下运行满 20 年的
纯凝机组和运行满 25 年的抽凝热电
机组。

《通知》还提出，综合考虑未来 3 年
煤电项目经济性、电力装机冗余程度、环
保及政策约束等因素，国家将建立煤电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定期对外发布分省
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提示。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也将结合煤电风险
预警提示及时调整相关措施。

又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 25 日表示，据分
析，“十三五”期间，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在
0.2 至 0.3 之间，年均增速为 2%左右，
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在43亿吨左右。

“煤炭行业发展仍面临需求增长空
间收窄，产能过剩与市场供大于求，发展
理念创新不足，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路
径不清晰，特别是经济运行质量不高，国
际能源价格低位运行和进口煤影响，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替代强，环境制约不
断强化。”王显政说，全国煤炭消费量年
均增长 2 亿多吨的超常发展时期已经结

束，进入需求增速放缓阶段，消费总量增
长空间收窄与产能过剩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短期难以
改变。

从煤炭产业自身看，运行质量不高、
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例如，小煤矿仍
占 70%以上；以煤为主的多元产业得到
快速发展，但有产值、有规模、效益差的
现象比较多；行业亏损面呈现扩大态势，
企业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面临新挑战。

此外，到 2020 年、2030 年，我国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将分别达
到 15%和 20%；按 2020 年、2030 年我国
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50亿吨、60亿吨标
准煤计算，将有 2.7 亿吨和 7.5 亿吨煤炭
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

我国将建煤电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量约为43亿吨

除了传统汽车企业的激烈对决，本
届北京车展上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
是乐视、凯翼、长江、前途、凌云等新品牌
的集体高调亮相，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

“新势力造车运动”。
此轮造车运动勃兴并非无厘头。近

年来，在初步完成对零售、家电等行业的
“征服”之后，以乐视为代表的互联网公
司加紧了对汽车行业的“入侵”，以抢占
汽车这一最大的移动终端入口。与此同
时，受制于日益增长的环保、交通压力，
以及人们消费的升级和多元化需求，传
统燃油车的发展也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挑
战。可以说，当前汽车产业已到了变革
的前夜。

不过，由于汽车产业的技术和组织
的复杂性，要像颠覆手机、家电等一
样，短时间颠覆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行
业似乎并不容易，更何况对于一个没有
任何造车经验的“门外汉”来说，更是

难上加难。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在概念车
LeSEE 发布会上就曾感叹：“看到这款
车，想哭，热泪盈眶，很少有人了解他
背后所经历的坎坷、风波甚至磨难。”
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造好车绝非一
日之功。

尽管如此，也并不意味着“门外汉”
就没成功的可能性。在数字化、电动化、
智能化的大趋势下，当前汽车正在被人
们重新定义，旧有的汽车研发、生产、管
理、营销甚至使用方式也已在悄悄发生
变化。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加速互联网
化、电动化和智能化，新技术、新产业在
与传统产业的跨界融合中正催生出一系
列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和创新产品。对
于外来者而言，只要能够把握这一机遇，
围绕用户需求，创新求变，就有机会，甚
至后来居上。退一步讲，即使最终失败
了，若能激发传统车企变革和创新，岂不
是也有一番积极意义。

乐 见 新 势 力 崛 起

2016（第十四届）北京国际汽车展
览会 4 月 25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开幕，今年的看点有哪些？

新能源汽车受追捧

传祺 GS4 EV 电动版、东风风行景
逸 S500EV、荣 威 e950、艾 瑞 泽 5EV、
江淮 iEV6S、特斯拉 Model X⋯⋯本次
参展的新能源汽车数量达 147 辆！相
比 2015 年上海车展上的 103 辆，今年
北 京 车 展 新 能 源 汽 车 参 展 数 量 多 了
四成。

在 北 汽 新 能 源 展 台 ，一 台 AR-
CFOX 纯电动超跑非常抢眼。“该车百
公里加速仅需 3 秒，最高车速可达 260
公里/小时，纯电动续航里程超过 300
公里。”北汽新能源总经理郑刚说，此次
他们共展出七款整车，并不是简单的产
品组合，而是涵盖大中小、高中低各个
级 别 的 产 品 体 系 。 其 中 ，EH400、
EU260、EX200 三款产品，后三位数字
分别代表了它们各自的续航里程，如
EH400 的续航里程达到 400 公里，可
以打消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的里程焦
虑；而对于一般城市交通，EX200 就完
全胜任。

在大众汽车展台，T-Prime GTE
概念车同样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总裁海兹曼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鉴于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和产
品发展潜力，未来 3 至 4 年内，大众汽车
品牌计划在中国市场推出7款全新的本
土化生产的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型，并将在中国设立一个全新的设计与
研发中心。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新兴造车
企业也在本届车展推出了新能源汽车
产品。除特斯拉外，乐视展出了其首
款概念车 LeSEE，与乐视合作的法拉
第未来(Faraday Future)则展出了其
首款超级概念车 FF ZERO1。长江汽
车在本次车展发布了全新电动汽车品
牌“长江 EV”，并展出了一款纯电动中
巴、一款纯电动商务车和两款纯电动
SUV。

智能汽车显科技范儿

如果要问本届北京车展哪辆车最
吸引眼球，奔驰全新长轴距 E 级车一
定是当之无愧的“当红明星”。“全新长
轴距 E 级车不仅凝聚了梅赛德斯—奔
驰家族式设计精髓，更搭载诸多超越
同级的驾驶辅助系统，主、被动安全系
统及智能互联技术，令自动驾驶更加

触手可及。”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CEO 倪恺以其智能领航
限距功能（Distance Pilot DISTRON-
IC）为例解释道，该功能适用于高速公
路及乡村道路，不仅能令车辆自动与
前车保持合理距离，还首次实现了让
车辆以最高 210 公里/小时的速度跟
随前车，“在车辆密集状况下，即使道
路标线不清晰或完全没有标线，该系
统也能探测到相邻行驶的车辆并进行
连续主动干预”。

在日产展台，记者看到了日产西玛
以及自动驾驶汽车——日产IDS（Intel-
ligent Driving Solution，智能驾驶解
决方案）概念车。“这是我们发布的首款
自动驾驶概念车型。”日产汽车公司全球
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丹尼尔·斯基拉奇
告诉记者，日产西玛搭载了大量基于自
动驾驶和“日产智能出行”研发的先进技
术 ，例 如 预 碰 撞 智 能 刹 车 辅 助 系 统
FEB、盲区预警系统 BSW、车道偏离预
警系统 LDW 和全景式监控影像系统
AVM，保障自身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实
现自动驾驶。

继 2000 公里超级无人驾驶测试活
动之后，长安睿骋无人驾驶汽车也登陆
了北京车展，该车将通过雷达、图像、
V2X、高精度定位等多源传感器和信息
技术的融合，在现场实现对周围环境的
精确感知并在屏幕上呈现，零距离地与
消费者进行互动。同时，长安还展示了
最新开发的 incall 5.0 智能互联技术。
现场智能互联专区会设置以用户交互体
验为中心，集多屏互动、移动设备互联、
主题个性化、行车辅助、3D 可变 UI、无
触感操控等6大体验场景为一体的智能
互联体验舱，给消费者带来梦幻般的科
技体验。

在凯翼展台 icar 展区，凯翼 3.0 版
本不单能够无人驾驶，更能全面介入人
们日常生活，可以与智能家居互联，达成
人车对话；同时比人思考更为缜密精确，
实现危险自动避让、驾驶误区自动纠错、
无人泊车、自动加油、自动节油等全智能
化操作。据凯翼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郑
兆瑞介绍，此次推出的凯翼 X3 搭载了
icar 1.0，它针对目前生活硬件设备，满
足用户日常所需汽车智能互联化功能操
作。在借助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体式全网
络链接智能设备与人无缝对接，后续推
出的 icar 2.0 版本，将实现车机及穿戴
设备互联、座椅记忆自动调节、车辆远程
遥控、车辆声音指纹启动、记忆自动搜索
功能、手势感控、平视显示、遥控泊车、车
道保持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等功
能设置。

SUV细分市场更红火

得益于SUV细分市场的快速增长，
SUV 也是本届车展各大车企角力的
重点。

广汽传祺此次全球首发旗下首款高
端 SUV GS8。“这是广汽自主研发的七
座高端 SUV，基于广汽跨平台模块化架
构（G-CPMA）精心打造，是继 GA8 之
后，广汽自主品牌进军中高端市场的又
一力作。”广汽集团执行董事、广汽乘用
车公司总经理吴松表示，为了体现“以用
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GS8不仅具有精
致美观的视觉效果，还提供便捷全面的
操作体验。触控屏幕新一代交互科技以
及强劲高效的动力总成，备受市场期待。

无独有偶，长安汽车此次也发布了
首款高端 SUV CS95。“作为长安汽车
大型旗舰 SUV，CS95 采用全新家族式
造型设计，配备2.0T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智能化技术，拥有长安最新研发的一流
动力系统。”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表示，
CS95 的推出使长安 SUV 阵容逐步完
善，将助力长安自主乘用车2020年实现
233万辆的销量目标。

在奇瑞展台，记者看到瑞虎家族系
列产品包括：瑞虎 3X、瑞虎 3 升级版、瑞

虎 5 升级版和瑞虎 7 四款产品。其中瑞
虎7和瑞虎3X均是首次发布。据介绍，
瑞虎 7 是以曾获得欧洲“最佳汽车设计
大奖”和 2012 年日内瓦国际车展“最佳
概念车”的“TX”概念车为原型开发的量
产车型，除了配置高性能DDS运动化操
控系统外，该车还将首次装备全方位智
能空调，以充分净化车内空气，和瑞虎
3X都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此外，一汽森雅也展出了最新 SUV
车型R7，吉利汽车则发布了首款城市跨
界SUV——帝豪GS。“当前SUV已成自
主品牌标配，如果哪家车企没有SUV产
品，都不好意思参展。”一位厂商代表不
无幽默地说。

面对增长如此强劲的细分市场，外资
品牌也当仁不让。此次车展，捷豹发布了
全新跑车型 SUV——F-PACE，雷诺推
出了全新一代科雷傲，大众还宣布未来3
至4年内将在华推出10款SUV，其火爆
程度可见一斑。

“目前我们旗下的SUV产品已占在
售总车型的 40%左右。”戴姆勒股份公
司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集团销
售与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康林松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源于消费
者的喜好，不仅中国，全球 SUV 市场都
在快速增长，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图为参展的

长安睿骋无人驾

驶汽车。

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 车 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