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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纷纷亮相北京国际汽车展——

自 主 品 牌 车 企 淘 汰 赛 打 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本版编辑 郭存举 张 頔

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
会正在进行。今年的主题为“定义汽车
新生活”，吸引了来自全球 14个国家和
地区的 1200 多家参展商，共展示车辆
1022台，其中，全球首发车105台，新
能源车 174台，展车数量和展车品质继
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面对合资股比即将放开，外资投资
不再受限，汽车进口关税进一步下调，
本届车展自主品牌车企带来了哪些新产
品和新技术，在发展战略上又有何新思
路和新变化，无疑成为人们最关注的
话题。

自主品牌尽显“国际范”

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裹挟下，今
年的自主品牌展台，不仅外观设计漂
亮，颇具“国际范”，而且展品也具有较
高 颜 值 ，充 满 时 尚 和 科 技 感 ，很 吸 引
观众。

吉利汽车携旗下新博瑞、博越、帝
豪 GS、帝豪 GL 等多款车型亮相。同
时，吉利汽车首款科技智混旗舰车型全
新博瑞 GE 和全新 SUV 概念车“Con-
cept Icon”也迎来了全球首发。

“全新博瑞GE不仅在造型设计、技
术和品质上均代表了吉利造车的最高水
平，也将成为中国品牌中高级轿车新旗
舰。”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吉利汽车集
团CEO、总裁安聪慧表示。

在长安汽车展台，记者见到了长
安新款 CS75。“长安汽车新 CS75 是目
前 国 内 所 有 量 产 车 型 中 率 先 搭 载
APA4.0 代客泊车技术的产品。”长安
汽车副总裁龚兵介绍说，APA4.0 代客
泊车系统属于 L2 级自动驾驶的核心技
术，可实现主动搜索车位、车内一键
泊车、车外进程遥控泊车等功能，适
用于水平泊车、垂直泊车、斜列式泊
车等场景。

本届车展，广汽传祺以“祺享新时
代”为主题，携全球首发亮相的传祺
GM6、全国首秀的概念车Enverge及全
系明星阵容闪耀展台，充分彰显了中国
品牌高端智造能力和全面向上的趋势。

此外，比亚迪、长城、上汽、海马
也展示了各自有竞争力的新品。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 275.6 万
辆，占乘用车总销量 45.2%。如果再加
上自主品牌商用车，这标志着一季度自
主品牌整车销量占比达到51%，已超过
外资品牌。

焦虑背后是转型压力

“总体感觉，本届展会吉利、长
安、长城、传祺等自主品牌的展车都比
较漂亮，不管是展厅面积、布置和气势
等都不弱于合资或者外资品牌，充分体
现了中国自主品牌向上的能力以及决
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
海东认为，现在中国车企对造车的理解
已经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

然而，向上的路并不平坦。面对合
资股比即将放开，外资投资不再受限，
汽车进口关税进一步下调，以及造车新
势力的入侵，自主品牌传统车企转型压
力倍增。有人说这可能是最焦虑的一届
展会，也有人说本次车展正在见证一个
时代的转型，还有人说淘汰赛提前开
始了。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
么，将来的某一天，这个时代淘汰了你，
就真的与你无关了。”长安汽车董事长张
宝林在战略发布会上，言语之中满满的
危机感。从宣布“第三次创业计划”到

“四大转型”，从黑科技到新高端品牌，从
“北斗天枢”智能化战略到“香格里拉”新
能源峰会，张宝林意犹未尽。

在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北汽集
团也发布了全新品牌战略——“驾享新
生态”。基于数字时代消费升级、年轻
化趋势，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宣布，
北汽的重点将转移至打造新模式出行体
验生态，开启向“出行体验运营商”与

“品牌焕新升级”转型。“中国汽车产业
合资股比即将放开，国企能否承受？传
统的依靠合资企业利润反哺自主企业的
发展模式将面临着釜底抽薪，冰和火的
两极分化更为强烈。”徐和谊一点也不

掩饰心中的焦虑，并坦言“只有技术实
力相对雄厚，积极持续创新的企业，才
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展览会期间，东风品牌的战略发布
会在京举行。百度DuerOS赋能的AI车
机系统——东风风神 WindLink3.0，以
及东风 eπ 新能源高性能轿跑概念车，
这些“带感”的产品和技术，很难让人
相信出自一家有着近 50 年历史的国
企。“汽车产业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时
期，汽车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新技
术日新月异，新需求不断涌现，轻量
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
趋势更加明显，如何使东风品牌与时俱
进，迸发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东风汽车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竺延风
说，这是他每天都在思考和作答的时代
命题。

三大国有车企集团不约而同地在
北京车展发布转型宣言与承诺，这既
是新时代的新要求，也是企业面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积极进取
的生动写照。事实上，在它们之前，
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城等车企也
在加快行动。“21 世纪是科技革命、产
业变革、商业重塑的世纪，主宰未来
汽车工业的命运在于传统汽车公司的
自我觉悟，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打造
自 己 的 共 享 数 字 平 台 ， 形 成 线 上 优
势，才是决胜未来的关键。”吉利集团
董事长李书福表示。

核心技术亟待突破

今年车展自主品牌一大亮点是红旗
品牌独立参展。此次新红旗品牌带来了
包括红旗 H5、红旗概念车、红旗首款
SUV E-HS3 等 7 款车型及技术展品。
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表示，红旗 H5
承担着让红旗品牌走进千家万户的使命。

不过，与“高大上”的展台设计相
比，红旗自主技术含量似乎并不高。比
如，此次推出的红旗 H5 就来自马自达
阿特兹平台。虽说搭载的是奔腾X80上
的 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但传动系统
却为爱信精机提供的 6AT 手自一体变

速器。
近年来，各大自主品牌车企加大创

新驱动，产品无论是外观颜值，还是内
在品质，都有了较大跃升，但在核心技
术及关键零部件上仍有待突破。中欧协
会齿轮传动产业分会秘书长李盛其告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当前乘用
车上的自动变速器85%左右来自于进口
或外国在国内独资或合资企业。由于受
限于爱信 6AT 变速器的供应，2017 年
传祺GS8不得不临时下调了数个月的销
量目标。

就在北京车展前一天，两大自主品
牌领军企业吉利汽车与广汽传祺分别与
爱信AW成立合资公司，布局变速器领
域。根据协议，吉利与爱信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为1.17亿美元，吉利罗佑和爱信
AW 分别持股 40%和 60%；合资公司将
从 2020 年开始批量生产，其设计产能
为每年 40 万台自动变速器。广州汽车
集团乘用车公司与爱信AW将共同出资
设立自动变速器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也为1.17亿美元，广汽乘用车公司和
爱信AW持股比例分别为40%、60%。

这两大合资也引发了较大争议。
“吉利和广汽从自身发展战略出发，选
择上述合资合作方式，无可厚非，但是
对国内汽车产业正在从大变强的历史进
程来说，这样的合资合作值得反思。”
李盛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中国汽车
工业从大变强的新时代，合资赚快钱的
汽车产业发展方式会对依靠自主创新、
以掌握产业核心技术为根本指向的整车
企业和零部件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无数
铁的事实和沉痛的教训告诉国人，真正
的产业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开发，不可
能通过购买和合资获得。”

“需要强调，中国汽车产业是在全
面开放中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 30 多
年里，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发展主要是
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
经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董扬呼吁，当前我国需要更注重自主创
新，要加强以研究实验、生产实践为基
础的自主研发，这不仅是我们自身发展
的需要，也是责任和担当。

面对合资股比即将放开，

外资投资不再受限，汽车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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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五一”小长假期间，不少自驾游车主
发现，油钱支出较以往有所增加。“平时加
满一箱油大概在400多元，假日期间大概
加了两次油，算了下账，大概比油价上涨
前多支出了20多元吧。”江苏南通市民吴
先生说。

对 于 北 京 网 约 车 司 机 刘 师 傅 来
说，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要大得多，差
不多 3 天加两次油，三连涨让他有点
吃不消……

4月27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提高 255 元和 245 元，国内油
价迎来“三连涨”。由于近三轮油价上涨
周期涵盖了清明和“五一”两个小长假，
于是有网友发出“逢节必涨”“跟涨不跟
跌”的感慨。驱动本轮油价上涨的因素
有哪些？油价上涨对国内经济影响
几何？

“从 2013 年 3 月开始，我国成品油
价缩短了调价周期，同时根据进口原油
结构及国际市场原油贸易变化调整了挂
靠油种，基本上是参考迪拜、布伦特、
WTI三地原油价格。应该说，国内成品
油定价逐渐趋向于市场化。“苏宁金融研
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

油价根据国际原油价格变化每 10 个工作
日调整一次，完全以测算值为准，不进行
公布前的人为调整，所谓“逢节必涨”之说
是一种误读。

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读，与国内成品油
定价机制的“滞后性”也存在关联。多位
市场分析师表示，当前国内油价定价机制
反映的是10个工作日内的油价变化趋势，
而消费者关注较多的往往是当日或最近
几天国际油价的波动。此外，消费者对于
油价上涨的市场敏感度也更高，客观上形
成了上述判断。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用美元结
算的国际原油贸易格局尚未真正打破，中
国在这一市场上尚无足够的话语权。”黄

志龙表示，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
台文件，强调要“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
机制，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今年
3月 26日，我国首个国际化品质原油期
货上线运行，一个多月来，成交量和持
仓量均稳步增长，无论是品种活跃程度
还是价格发现功能都达到预期效果。
这些措施有望进一步推进国内成品油
定价市场化。

黄志龙表示，每一轮油价的周期性
上涨，不外乎 OPEC 限产、全球能源需
求、地缘政治和原油期货投机等因素。
具体来看，当前的油价牛市，主要来自全
球经济复苏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OPEC
减产协议恢复原油供需平衡、中东局势

动荡加大油价上涨压力、国际投机资本一
致做多原油期货等四方面原因。

目前，国内92号汽油零售价超过7
元/升，全面进入“7元时代”，创下了今
年以来油价的最大涨幅。据统计，今年
国内成品油已经历了 7轮调价，表现为

“五涨两跌一搁浅”。东方油气网油品分
析师董梅表示，当前国内油价已在高位
运行，未来继续大涨的空间有限，预计
下一轮成品油调价搁浅或小幅上调的概
率较大。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油价
重回 40 美元/桶以下的可能性不大。”黄
志龙表示，如果当前国际油价保持高位
并维持上涨压力，那么国内成品油价格
也将会顺势上调，CPI、PPI 和国际油价
的涨幅裂口将重新收窄，相应地，高油价
或将成为今年国内通胀的重要源头。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最新一期
分析报告指出，短期内地缘政治风险仍
将主导国际油价走势。如果美国重新对
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将会推动油价继续
上涨；若上述因素出现缓和，国际油价
将会回落。美国页岩油增产、欧佩克减
产和原油供需恢复平衡情况需长期重点
关注。

多因素推动油价“三连涨”——

国内油价“逢节必涨”系误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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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加班费你拿到了吗五一加班费你拿到了吗
““五一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小长假已经结束，，由于工作需要由于工作需要，，不少职不少职

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假期上班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假期上班，，
加班工资应该怎么算呢加班工资应该怎么算呢？？记者为您详解记者为您详解。。

北京网友北京网友““锱铢必较锱铢必较””：：国家对加班工资有哪些国家对加班工资有哪些

规定规定？？

主持人主持人：：根据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应当用人单位应当
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
加班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
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
报酬报酬：：((一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支付不低于工
资资150150%%的工资报酬的工资报酬;(;(二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200%%的工资报酬的工资报酬;(;(三三))法法
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支付不低于工资300300%%的的
工资报酬工资报酬。。

上海网友上海网友““夜工夜工””：：““五一五一””期间加班费应该如何期间加班费应该如何

计算计算？？

主持人主持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关于 20182018 年部分节年部分节
假日安排的通知假日安排的通知》，》，44 月月 2929 日至日至 55 月月 11 日放假调休日放假调休，，共共
33 天天。。其中其中，，44 月月 3030 日和日和 55 月月 11 日为法定休假日日为法定休假日。。按照按照
前述规定前述规定，，用人单位在用人单位在 44 月月 3030 日和日和 55 月月 11 日安排劳动日安排劳动
者加班的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上一个月平均日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上一个月平均日
工资或小时工资的工资或小时工资的 300300%%另行支付加班工资另行支付加班工资；；44 月月 2929
日为休息日放假日为休息日放假，，如果用人单位在这一天安排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在这一天安排劳动者
加班的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加班的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支付不低于工资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200200%%
的工资报酬的工资报酬。。

在计算加班工资时在计算加班工资时，，日工资按平均每月计薪天数日工资按平均每月计薪天数
2121..7575 天折算天折算，，小时工资则在日工资的基础上再除以小时工资则在日工资的基础上再除以 88
小时小时。。举例说明举例说明，，在在55月月11日法定休假日加班日法定休假日加班，，这一天这一天
的加班工资计算公式为的加班工资计算公式为 （（月工资月工资÷÷2121..7575××300300%%）。）。上上
海市从海市从 20182018 年年 44 月月 11 日起将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到日起将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到
24202420 元元，，按此标准计算按此标准计算，，劳动者若劳动者若““五一五一””假期中假期中 33
天均加班天均加班，，最低可获最低可获 890890..1111 元元；；劳动者在劳动节当天劳动者在劳动节当天
加班加班，，最低可获加班费最低可获加班费333333..7979元元。。

贵州网友贵州网友““云商云商””：：用人单位可以强迫员工加班吗用人单位可以强迫员工加班吗？？

主持人主持人：：不能不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行政处罚办法行政处罚办法》》 规定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工会和劳动者协用人单位未与工会和劳动者协
商商，，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应给予警告应给予警告，，责令改责令改
正正，，并可按每名劳动者每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罚款一百并可按每名劳动者每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罚款一百
元以下的标准处罚元以下的标准处罚。。此外此外，，用人单位安排怀孕七个月以用人单位安排怀孕七个月以
上的女职工延长工作时间和从事夜班劳动等行为也是不上的女职工延长工作时间和从事夜班劳动等行为也是不
允许的允许的。。

需要说明的是需要说明的是，，员工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拒绝加员工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拒绝加
班班。。为保障公众利益的需要为保障公众利益的需要，，劳动法规定单位在某些特劳动法规定单位在某些特
殊情况延长工作时间可不受相关限制殊情况延长工作时间可不受相关限制。。比如比如，，生产设生产设
备备、、交通线路交通线路、、公共设施发生必须及时抢修的公共设施发生必须及时抢修的；；必须利必须利
用法定节日或公休假日的停产期间检修用法定节日或公休假日的停产期间检修、、保养设备等保养设备等
情况情况。。

（（主持人主持人 韩秉志韩秉志））

““五一五一””小长假很快过去小长假很快过去，，大部分人都是在吃喝大部分人都是在吃喝
玩乐中度过玩乐中度过。。““假期模式假期模式””回归正常时回归正常时，，人们往往不人们往往不
在状态在状态。。上班第一天上班第一天，，难免会无精打采难免会无精打采、、注意力不注意力不
集 中集 中 、、 哈 欠 连 天哈 欠 连 天 。。 没 错没 错 ，， 这 是 典 型 的这 是 典 型 的 ““ 节 后 综 合节 后 综 合
征征””表现表现，，这种情况需要重视这种情况需要重视。。

黑龙江网友黑龙江网友““来自松花江畔来自松花江畔””：：节后综合征是不节后综合征是不

是一种病是一种病？？

主持人主持人：：““节后综合征节后综合征””是人们在假期之后出现是人们在假期之后出现
的各种生理或心理表现的各种生理或心理表现，，例如在节后的几天里感觉例如在节后的几天里感觉
倦怠倦怠，，提不起精神提不起精神，，工作和学习效率低工作和学习效率低，，甚至有不甚至有不
明原因的恶心明原因的恶心、、焦虑焦虑、、神经衰弱等神经衰弱等。。节后综合征往节后综合征往
往是人们假期出游过度劳累造成的往是人们假期出游过度劳累造成的。。其实每一次长其实每一次长
假都有两个缓冲期假都有两个缓冲期——假期刚到和假期过后假期刚到和假期过后，，而职业而职业
人更容易惹上节后综合征人更容易惹上节后综合征。。按照专家的说法按照专家的说法，，这与这与
人们在长假期间把原本建立起的工作人们在长假期间把原本建立起的工作““动力定型动力定型””
破坏了有关破坏了有关。。假期里假期里，，很多人容易忘记平时对自己很多人容易忘记平时对自己
的约束的约束，，熬夜熬夜、、暴饮暴食等暴饮暴食等，，而睡眠规律而睡眠规律、、饮食规饮食规
律一旦被打乱律一旦被打乱，，再回到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再回到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就容易就容易
身心失衡身心失衡，，出现各种亚健康症状出现各种亚健康症状。。

随着观念的不断提升随着观念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真正真正
的度假应该是最好的休息的度假应该是最好的休息，，因此节后综合征不仅可因此节后综合征不仅可
以预防以预防，，更是人们学会度假后完全可以避免的更是人们学会度假后完全可以避免的。。

山东网友山东网友““蹴鞠谷子蹴鞠谷子””：：如何如何““元气元气””满满地投入满满地投入

工作工作？？

主持人主持人：：应对节后综合征应对节后综合征，，关键要调节好身体和关键要调节好身体和
心理的状态心理的状态。。首先首先，，调整作息调整作息，，早睡早起早睡早起。。让身体充让身体充
分休息分休息，，尽快适应工作节奏尽快适应工作节奏。。如果出现头昏脑涨如果出现头昏脑涨、、失失
眠多梦眠多梦，，可轻轻按摩头部可轻轻按摩头部、、散步闲逛散步闲逛、、听听舒缓音听听舒缓音
乐乐、、读书阅报调整身心读书阅报调整身心。。

其次其次，，合理饮食合理饮食，，多吃蔬菜多吃蔬菜。。节日期间节日期间，，人们往人们往
往吃得比较多往吃得比较多，，导致肠胃负担过重导致肠胃负担过重，，这也会令人打不这也会令人打不
起精神起精神。。所以在假期结束后的几天里所以在假期结束后的几天里，，最好多吃新鲜最好多吃新鲜
蔬果蔬果，，少吃大鱼大肉少吃大鱼大肉。。还可以添加一些粗粮还可以添加一些粗粮，，多吃谷多吃谷
类食物类食物，，在均衡营养的同时也帮助受损肠胃恢复在均衡营养的同时也帮助受损肠胃恢复。。

再次再次，，调整心态调整心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假期后回来马上投假期后回来马上投
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会增加焦虑感会增加焦虑感，，加剧加剧““节后综合节后综合
征征””的症状的症状。。因此因此，，假期结束后的几天假期结束后的几天，，不宜马上安不宜马上安
排高强度工作排高强度工作，，最好有一个缓冲调整期最好有一个缓冲调整期。。同时同时，，应当应当
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假期结束了告诉自己假期结束了，，逐步找逐步找
回正常状态回正常状态。。

（（主持人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