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现有驾培机构超过 1.7万家，从
业的教练员超过 70万人，训练车辆将近
90万辆，年培训能力可以达到5000万人

据业内统计，截
至 2016 年底，我国
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到 2.9 亿辆，机动车
驾驶人已达3.6亿人

预计未来
十年，新增驾
驶人仍将以每
年 2000 万人
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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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车队首登
勒芒24小时耐力赛领奖台

极大考验车手毅力与赛车性能的第85届法
国勒芒24小时耐力赛6月18日落下帷幕，耀莱成
龙DC Racing车队38号赛车获得LMP2组冠
军，此外他们还是全场总成绩亚军，这也是中国车
队首次登上勒芒耐力赛领奖台。

保时捷车队2号赛车经过意外不断的LMP1
组较量后拿到总成绩冠军，这是保时捷车队历史
上第19次获得勒芒耐力赛冠军，也是他们连续第
三年在该项赛事中夺冠。

勒芒24小时耐力赛根据车型不同分为多个
小组比赛，其中勒芒原型车是指一种专门为该赛
事设计的车型，又根据车身重量不同分为LMP1
和LMP2两组。比赛持续24小时，每辆赛车配备
3名车手，交替驾驶，最终行驶里程最多者为冠
军。赛道每圈长13.629公里。

勒芒24小时耐力赛起源于1923年，对赛车
和车手的速度与耐力构成双重挑战。该赛事与世
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和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并称
为世界三大顶级汽车赛事。据赛事组织方统计，
今年为期两天的赛事总共吸引超过25.8万名观
众前往现场观赛。 （据新华社）

我国现有驾培机构
超过1.7万家

我国现有驾培机构超过1.7万家，从业的教练
员超过70万人，训练车辆将近90万辆，年培训能力
可以达到5000万人。这是记者从第二届“机动车
驾驶人培训与道路交通安全国际论坛”上获悉的。

本届论坛执行主席闫文辉表示，驾培行业应
坚持工匠精神，提升教学品质，从“流水线生产”转
向“私人定制”。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曾诚说，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规定，要求驾校负
责人必须要担负起培养安全文明新驾驶人的责任。

“驾培行业的质量，就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
高低、安全意识的养成、文明驾驶的应用，一个机
动车驾驶人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道路交通安
全。”闫文辉说。 （据新华社）

市场走低 库存报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
显示，5 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08.7万辆和209.6万辆，与上年同期
相比，销量下降0.1%。前五个月，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1135.8 万 辆 和
1118.2万辆，增速低于上年同期1.3
和3.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
月，车市库存预警指数每月都在60%
以上，4月份为59.2%，就连传统销售
旺季的5月份，库存预警指数也已超
出警戒线，达到51.8%，库存预警指
数连续五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上。

业内分析认为，库存预警指数越
高，反映出市场的需求越低，库存压
力越大，经营压力和风险也越大。目
前，车市库存预警指数大都超过
50%，说明经销商库存滞留资金已经
大于流通资金。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沈进军
表示，库存系数始终在警戒线之上，
说明市场的下行压力比较大，今年的
刺激政策减少了，相应的市场增幅可
能会降低一些。

新一轮价格战拉开帷幕

在市场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汽车市场新一轮价格战拉开了帷
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的价格
战是从豪华品牌开始的。

今年3月，豪华品牌汽车的降价
行为开始变得明显。其中，奥迪和宝
马的相关竞争车型优惠幅度甚至超
过10万元。除了第一阵营，凯迪拉
克、路虎、沃尔沃、英菲尼迪等二线豪
车品牌也走上了借助降价拉升销量
的“捷径”。

除豪华品牌外，自主品牌和合
资品牌也不甘落后。5月中旬，长城
宣布主力车型H6降价2.6万元。随
后，长安汽车发布消息称，其旗下9
款车型集体降价。紧接着，宝骏、东

风等车企部分车型也纷纷进行降
价。

有关人士表示，新的销售管理
办法即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消费
者认为新政将导致更多经销商涌入，
整体市场价格会有所下降，持币待购
现象较为明显。

未来市场仍存风险

有分析认为，2017年汽车购置
税政策调整，是今年车市不景气的一

大主因。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今年车市总体表现不理想，由于去年
消费透支严重，加上今年前两个月又
受春节因素影响，车市受到的压力比
预期要大。

这从众多上市车企的产销快报
也能窥见一二。在各大上市车企4
月份的产销快报中，汽车产量和销量
在增减幅度上基本保持一致，说明车
企在有意识地保持库存和销量的平
衡。如果单看产量的话，除广汽集团
外，大部分车企今年前四个月均无明
显的增产动作，上汽大众、上汽通用、
上汽通用五菱、长安福特等企业反而
还在不同程度地“减产”。这表明，部
分车企已感受到了终端销售的巨大
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库存，确保
经销商正常经营。

车市的整体疲软迫使车企开始
举办各种降价促销活动，以刺激销
售。目前来看，这些活动已起到一定
效果，有效激发了一些观望群体的购
买欲望，并引发相关竞品进行适应性
调整。

但即使如此，业界人士认为，能
否扭转整体车市的低迷，还有待观
察。6月份是传统汽车销售淡季，不
少经销商对未来前景“不乐观”，而市
场风险仍然存在，部分经销商的流动
资金仍然紧张。

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建议，
经销商应对市场保持理性判断，汽车
市场即将进入淡季，经销商应理性预
估实际市场需求，合理控制库存水
平，以防压力过大。 （经济参考报）

在刚刚举行的第三届亚洲消费
电子展上，智能化汽车再次成为展
会的一大亮点。奔驰携两款高智能
化概念车亮相，现代汽车则首次公
开了基于智能化汽车的未来战略，
并全面展示了车联网、自动驾驶、可
穿戴机器人和微移动设备等智能化
尖端技术。

不仅是整车企业，包括百度、大
陆、莱迪思半导体等国内外高科技

企业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尖端汽车智
能化技术和产品。

不久前，包括戴姆勒公司、德
国大陆集团、博世集团，以及国内
的北汽集团、百度公司等企业签订
的有关汽车领域的合作协议成为
中德双方在高端制造领域合作的
一个亮点。而这些合作的内容基
本都围绕着新能源汽车和汽车智
能化展开。

不仅如此，一汽集团也与百度
车联网部门就车联网解决方案、高
精地图等产品达成了初步合作意
向。并于2015年底在国内率先实
现城市、环路以及高速道路混合路
况下的全自动驾驶。据了解，一汽
集团近期可能计划引入百度的车
联网解决方案，搭载至旗下多款车
型。

东风汽车也与华为达成协议，

约定在车载领域进行合作，包含车
载电子产品、车联网、智能汽车等相
关产品以及代表未来方向的车载通
讯设备产品和解决方案，最终实现
具有情感化自动驾驶的智慧汽车。

而其余如上汽、广汽、吉利汽
车、奇瑞汽车、长城汽车等集团都已
经全面布局各自的智能化汽车发展
战略，都计划在五年到十年内，实现
汽车的完全自动驾驶。

智能汽车上路 开启万亿市场

近日，由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联合整车企业、
科研院所、软硬件企业
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的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联盟正式成立。作
为首个推进智能汽车的
国家级平台，联盟将整
合汽车、通信、电子、交
通等相关行业资源，推
进智能网联汽车生态系
统发展，并参与相关政
策法规研究与制定，以
及组织完成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路线图的编制。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
示，目前正在加紧制定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战
略规划，将陆续出台适
合智能网联汽车的标准
体系、道路交通规范、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
法规等。

有关专家表示，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前
景巨大，能够使我国现
有汽车产业规模再扩大
一万亿元之巨，同时能
够拉动5G、车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
汽车等多个领域实现快
速发展。而与此相关的
汽车制造、信息技术、交
通服务等领域都将迎来
新的发展高峰期。

库存预警指数连续5个月超警戒线

车市新一轮价格战愈演愈烈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汽

车销量同比继续走低。与此同时，市场库存持续
预警，库存预警指数连续5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上。

市场走低和库存预警导致汽车厂家和经销商
的经营压力增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启“官
降”模式，新一轮价格战已拉开帷幕且愈演愈烈。

苗圩表示，低碳化、信息化、智
能化成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
方向，带有鲜明跨界融合特征的智
能网联汽车正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最重要的创新载体。智能网
联汽车是抢占汽车产业未来战略的

制高点，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由大变强的重要突破口，在塑造产
业生态、推动国家创新、提高交通安
全、实现节能减排等方面具有重大
的战略意义。

李骏说，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
展前景巨大，能够使我国现有汽车
产业规模再扩大一万亿元之巨，同

时能够拉动5G、车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实
现快速发展。而且，由于智能网联
汽车涉及多个产业，因此相关的汽
车制造、信息技术、交通服务等领域
都将迎来重要的产业机会。

据了解，随着网联化相关技术日
趋成熟，各项政策、标准的确定和出
台，我国的智能网联汽车有望逐步产

业化，产业链正在迎来重要的发展机
遇。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吸引了互联
网、电子、通信、汽车制造等企业参与
其中，这意味着这些产业链环节都将
成长为重要的创投热点。

有业内人士表示，2017年是智
能网联汽车技术落地，订单放量的
关键之年，智能驾驶技术将得到逐
步应用，并有望在未来成为行业标
配。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是不
容错失的投资机会。（经济参考报）

汽车智能化技术进入应用阶段
随着政策的推进和技术的发展，

汽车智能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目标和概念，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落
实到了实际应用领域。例如，现代汽
车与百度合作开发的智能系统，利用
大数据和云计算，能够实时反馈交通
信息，规划最快路线，并可以提供停
车场、美食店、景区等各种信息。同
时能够与智能手机同步，实时更新机
上信息，以及远程控制等服务。百度

人工智能服务器还能提供驾驶员定
制化服务，只需要通过语音指令就可
以启动车内部分便捷功能。

据了解，目前我国车企多数已经
掌握了远程遥控泊车、自动巡航、自
动跟车、车道保持、换道行驶、自主超
车等功能，也均做好了到2025实现
高度自动驾驶目标的布局和规划。

对此，苗圩表示，为统筹推进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工信部正在

加紧研究促进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推动建立部际协调机制，制定智
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战略规划。下一
步工信部还将起草并出台产业发展
指导意见，完善政策措施和管理规
范，统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
交通、信息通信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未来将出台智能网联汽车标准
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积极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并制定适用于

智能网联汽车的道路交通规范，完
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法规，
构建符合国情的智能网联汽车法律
法规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骏表示，针
对具体产业发展和技术路线图，我国
还将制定和出台智能网联汽车设计
指南、智能地图构架和通信标准体
系、智能网联汽车产品标准和试验场
地标准等多个行业标准和规范。

智能汽车开启万亿市场

“绿色镁”产业化
将让汽车更轻更环保

依托自身在资源和技术上的优势，青海察尔
汗盐湖蓬勃发展的镁产业将促进汽车在轻量化方
向上更快更稳定发展，从而带动汽车行业更绿色、
更环保。这是记者日前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举办的

“盐湖镁合金产业与汽车轻量化发展论坛”上获悉
的。

据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委员
林逸介绍，节能减排一直是汽车行业发展的大趋
势，减少汽车自重则是节能减排的关键。“汽车的
自重每减少10%，能源消耗可减少6%至8%。镁
合金拥有重量轻、电磁屏蔽性好以及易回收的特
点，它的使用将成为汽车轻量化的关键。”

镁是目前世界上可应用的最轻的金属材料，
比重只有钢的1/4，被誉为“21世纪绿色工程材
料”。轻量化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之一。相关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用镁量平均约每台
车4.5公斤，业界专家估计，到2030年，这一数据
将增加十倍。

察尔汗盐湖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也是我国
最大的可溶钾镁盐矿床。据了解，察尔汗盐湖镁
资源储量有40多亿吨，为世界之首。

来自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研发经理郭
强在论坛上说，目前镁合金主要用在方向盘、坐椅
等零部件上，由于镁合金具有良好的抗震性等优
点，在汽车轻量化的过程中，未来会有更多用武之
地。

林逸表示，随着低碳生活越来越深入人心，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也为镁合金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
前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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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扎到钉子
要马上拔吗？

如今，汽车走进了越来越多的
寻常百姓家。汽车使用过程中，经
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记者近日就
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轮胎扎到钉子怎么办？
读者：汽车的轮胎扎到钉子，请

问需要立即拔出来吗？
答：要是钉子扎得不深，轮胎暂

时不会漏气，就不要把钉子拔出。
因为一旦拔出，有可能造成轮胎漏
气。车主可以将车缓慢开到维修
店，将轮胎进行修补。

发动机为什么怠速噪音大？
读者：新买的汽车才开了1000

多公里，可是近期发现发动机怠速
噪音有点大，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答：建议先去维修店检查一下。
怠速发动机声音大可能是发动机工
作不平稳所致，应检查气缸压力、点
火火花能量、节气门传感器、怠速马
达及发动机脚垫等是否正常。

踩刹车时，后轮为何发出异响？
读者：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为

什么刹车时后轮会发出异响？
答：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

后轮制动鼓磨损严重导致的，如果
观察制动鼓存在异常磨损，建议更
换后再试车观察。

（广州日报）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加速

国内车企纷纷布局智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