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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BMW授权经销商海
南宝翔行在展厅正式推出2018款全
新BMW 5系525Li，并邀请众多宝
马粉丝和媒体朋友对车辆进行品鉴
和试驾。

据了解，全新上市的525Li购车
首付低至8.8万元，本月购车可享三
年免费保养政策。全新一代BMW
5系Li自去年6月上市以来，凭借其
强大的产品优势获得认可，去年取得
了12万台的业绩。

2018款全新BMW 5系Li主力
车型530Li涵盖包括四驱车型在内

的6款产品，可以满足多样化的用户
需求。进入车内，12.3英寸数字仪表
盘、10.25英寸中央触控显示屏、多达
11种颜色组合的氛围灯，令525Li设
计豪华感与科技感全面提升。此外，
BMW专业导航系统、无线连接以及
BMW增强型互联驾驶服务，让车辆
使用更加便捷。全新BMW 525Li装
备输出功率为184匹马力的2.0T涡轮
增压发动机，配合8速手自一体变速
器，动力充沛，燃油经济性出色，百公
里油耗仅需6.3升。

2018款全新BMW 5系Li还增

加了创新、娱乐、舒适和冬季四种
BMW专属定制套装，可满足客户的
不同消费需求。“五维人机交互系统”
是2018款全新BMW 5系Li的主要
卖点之一。手势控制、自然语音识
别、iDrive多媒体操作系统和热敏按
键各具优势，能够满足不同情景下的
车辆功能操作。高度智能的自然语
音识别系统令BMW 5系Li提前步
入“人工智能”时代，用户可如日常聊
天一般向车辆发出各种指令，更高效
安全。

针对国内的复杂路况，宝马工程

师对全新BMW 5系Li的底盘和悬
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试。新一代
车型的舒适型自适应悬架系统进一
步提高了驾乘舒适感。2018款全新
BMW 5系Li装备多项领先同级的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在安全性和舒适
性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用户驾
乘乐趣。

全新上市的 525Li 车型目前
已有现车到店，感兴趣的朋友可
以致电 BMW 授权经销商海南宝
翔行。

（广文）

装修别忘了因地制宜
装修中，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这里所说的适

合，指的是适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设
计、选材及工艺等。从北方地区来的朋友，在南方
滨海地区装修时如果忽略了湿热的自然环境，入
住后可能会吃苦头。

在湿度高的南方滨海地区，除了衣柜类，装饰
性的造型，应尽量少选用木质材料。吊顶最好用
轻钢龙骨和水泥板。如果一定要做木工，一定要
找注重防潮工艺的大品牌装修公司。

有关人士提醒，在潮湿的南方地区装修要避
免墙面发霉的情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施
工时，最好要求墙面全部做防潮处理，监督墙面打
底的质量；第二，不要赶工期。如果底层没干透彻
就进行下一道工序，墙面发霉便不可避免，以后可
能只能全铲掉重做。装修时要求严格的应该是装
修工艺，而非一味赶工期。

此外，在海南等地区装修时，“防风”工作也不
能忽略。贴牌假冒的塑钢门窗、厚度低于1.2毫米
的铝合金材料在台风天容易损坏，不仅会给业主
造成经济损失，还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装修要因地制宜，也要因“人”制宜。让自己
的生活习惯与地域文化内涵水乳交融，需要您和
经验丰富的装修设计师协力完成。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无人”驾驶快步跑

4月12日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对测试
主体、测试车辆、测试路段等明确一
系列要求。专家认为，管理规范的出
台是行业发展的关键一步，必将推动

“无人”驾驶加速“驶向”现实生活。
管理规范不仅对车，对人同样提

出要求。“人们常说的‘无人’驾驶包含
了不同程度的自动驾驶。在国际上，
只有达到最高级别完全自动驾驶汽车

方能实现无人。”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说，目前我国所测试的大部分汽车属
于有条件自动驾驶，不仅不能离开人，
还要对测试驾驶人进行严格要求。

管理规范明确测试驾驶人需满
足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经过自
动驾驶培训、无重大交通违章记录等
条件，并在测试期间始终处于驾驶位
置上，随时准备接管车辆。

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李江平说，
为确保安全可靠，在申请实际道路测
试号牌前，测试车辆必须经历封闭场
地充分测试。

做好标准认定和规范要求的同
时，管理规范将测试路段、号牌申请
等权限交给地方。这意味着更多企
业、城市和地区的路段可进入测试。
之前，上海、重庆等地已开放自动驾
驶上路实测。

前方“路况”如何？

据专家介绍，“无人”驾驶所依靠
的自动驾驶技术可分为5级。从全
球看，跨国车企已实现部分自动驾驶
（L2级）汽车的批量生产，少数推出有

条件自动驾驶（L3级）汽车，以谷歌为
代表的新技术力量在开展全自动驾
驶技术（L4、L5级）的研发测试。我国
目前进入路测的汽车处在L2级和L3
级。

从实际道路测试情况看，“无人”
驾驶也非“一路畅通”，需解决好数
据、网络等多方问题。

“没有庞大的数据支撑，很难实
现应用演进。”李江平说，谷歌“无人”
驾驶汽车上路前经历近10年的封闭
场地测试，积累大量数据。我国产业
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仍是数据不足，
包括实际路况、地图精度、道路参与
方信息等。

构建高速可靠网络和城市智能体
系也是挑战。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
庞松说，当前城市“智慧”程度尚不足
以支撑“无人”驾驶汽车大范围应用，
仍需构建与之相配套的智能交通系统
和道路管理体系，包括对车速、位置等
感知和路径规划等智能控制。

工信部总工程师陈因说，我国正
在加速突破先进传感器、车载操作系
统等关键技术，安排车联网试测无线
电频率频段，并建设国家智能交通综
合测试基地，加快驾驶辅助系统布
局。

此外，立体安全防护体系正在建
立。“以百度为例，在仿真环节制造很
多复杂场景，构建网络安全体系，以
防‘无人’驾驶汽车被黑客攻击。”百

度自动驾驶技术总监陶吉说。
“产业还需探索多领域联动的创

新发展模式，加快走向成熟。”陈因
说，工信部预计，2025年高度和完全
自动驾驶汽车开始进入市场。

“无人”驾驶不能无人驾驭

对于未来的探索不会一帆风
顺。随着“无人”驾驶汽车“驶向”发
展快车道，在安全、法律、伦理上的热
议也将其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是其

“上路”前必须跨越的。
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是前提。

对“无人”驾驶我国尚无明确法规，也
出现过车企“打擦边球”甚至违规进
行测试的情况。

“产业的发展愿景之一就是提高
安全水平。在发展过程中更要通过
构筑法律政策体系筑牢安全底线。”
辛国斌说，要建立包涵产业发展、交
通安全等一系列政策法律体系，避免
出现真空地带，也要对现在测试以及
未来实践严格管理。“工信部正联合
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测试评价规
范以及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实施细
则。”他说。

李江平说，公安部正配合立法部
门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将根据其
技术发展、测试、商业化应用的进程适
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相应的修订建议。

（据新华社电）

上路测试！“无人”驾驶加速跑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发布 我国一季度汽车销量

增速有所提升
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长超15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1至3月我国汽车产销702.22万辆和718.27万
辆，一季度汽车产量同比降幅与前2月相比略有
收窄，销量增速有所提升，总体表现良好。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介绍，今年1至3
月，我国汽车产量为702.22万辆，销量达718.27
万辆，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36%，降幅比1至2月
收窄1.45个百分点，销量增长2.79%，增速比1至
2 月提升 1.07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
596.89万辆和610万辆，产量同比下降2.27%，销
量增长2.56%；商用车产销105.32万辆和108.27
万辆，同比增长4.08%和4.06%。

此外，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 万辆和 1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56.9%和
154.3%。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8万
辆和1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4.7%和131%；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万辆和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05.3%和242.6%。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中国品牌汽
车销量排名前十家企业依次为上汽、长安、吉利、
东风、北汽、长城、一汽、广汽、江淮和奇瑞。与上
年同期相比，吉利、广汽和上汽销量增速超过
10%，一汽和长城呈小幅增长，其他企业呈不同程
度下降，长安和北汽降幅居前。一季度，这十家企
业共销售312.38万辆，占中国品牌汽车销售总量
的82.27%。 （据新华社电）

共享办公市场掀起并购潮

共享办公又被称为联合办公、众
创空间，为各种体量的企业提供经过
统一规划设计的办公空间、设施和社
群服务，2015年起在国内风行。

科技部火炬中心数据显示，2016
年各类众创空间共计服务创业团队和
初创企业近40万家，带动就业超过
200万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
类众创空间超过5500家。

玩家众多，不可避免造成激烈的
竞争，而合并大潮正在来临。

近日，国际联合办公企业We-
work并购了其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
手之一——共享办公企业裸心社，而
这并不是这一领域近期唯一的并购案
例。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3月至今，
联合办公领域共完成8次收购或合
并，其中优客工场在今年前三个月即
完成3次并购。

有专家认为，在行业成熟之前迅
速合围，是近年来房地产上下游行业
表现出来的特征。因为只有拥有规
模效应才能降低运营成本，获得更高
溢价。同时，联合办公行业“共享”的
特质也决定必须实现一定规模才能
呈现其有别于一般写字楼的社群功
能。

共享办公更重附加值

此前不少市场观点认为外企无法
在国内市场满足中国独特的办公文
化、服务需求。获得弘毅投资和软银5

亿美元注资成立中国分部、收购裸心
社等本土化举措，显示了WeWork在
中国不断扩张的野心。

不只是租下写字楼再分割出租的
“二房东”角色，共享办公平台一方面
能提供功能更完备舒适的办公环境，
同时更因其提供的社群、定制、辅助运
营等功能吸引公司入驻。外国品牌加
紧本土化战略，本土品牌则在不断拓
展海外市场，聚集全球资源。

在并购了数个品牌后，优客工场
创始人兼CEO毛大庆多次强调，优客
工场不只是空间和部分服务的提供
者，更是企业资源交易和交互的地
方。2017 年底，优客工场在自己的
APP上发布了“优鲜集”，推动企业间
交流互动。

在WeWork线上平台，会员可以
获得的商业服务有22大类，包括财务、
广告、品牌策略、保险、投资、法律服务
等。同时，进入这一体系也意味着可以
快速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并进行线下
办公交流和线上信息的互动。

此外，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愿望愈
发强烈，能够提供全球化战略辅助支
持的共享办公平台势必吸引更多用
户。3月底，优客工场在美国纽约华尔
街的共享办公社区投入使用，这已经
是其在美国的第二个办公社区。此
外，优客工场还进入了新加坡、印尼、
芬兰等国家。

日前，Wework的个性化上门定
制及运营解决方案首次落地中国。
WeWork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亚
当·诺依曼介绍，成员不仅可以进入全
球各地任何一家Wework办公点，还

能接受当地Wework社区提供的法
律、财务等服务。对那些入驻拉丁美
洲、欧洲等新市场的公司，Wework还
提供人才招聘等服务，这对在海外拓
展业务的公司十分实用。

行业初显马太效应

联合办公的马太效应正在显现，
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占有越来越多的
市场份额，而小规模联合办公空间则
在“烧钱—亏钱”的恶性循环中由于资
金不足、经营不善等原因陆续出局。

2016年，地库、孔雀机构、Mad-
Space等众创空间因出租率下降、投
入回收困难等因素倒闭，被认为是行
业初次洗牌。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
屹曾表示，他眼中的共享办公空间企
业都处于“婴儿期”，未来谁能长得大，
需要比拼管理理念、管理体系以及产

品是否适合市场。
品牌虽多，能成规模的却很少；价

格战、恶性竞争增加；办公服务标准不
一……这些业内常见的问题也在不断
向共享办公的发展提出挑战。

去年9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及多家
联合办公类型众创空间联合发布了《众
创空间服务规范（试行）》和《众创空间
（联合办公）服务标准》，从一定程度上
对联合办公型企业进行规范，避免无序
扩张带来的服务质量下降问题。

“共享办公企业其实并不只是共
享空间，而是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让
工作者更加愉悦高效，同时建造和维
系创业者的共同价值体系。”弘毅投资
董事长兼总裁赵令欢表示，在中国的
创新创业大潮下，能够提供足够的办
公市场需求，各种类型、体量的共享办
公企业都能在其中找到生存机会和空
间。 （据新华社电）

共享办公整合潮来袭
境内外独角兽争锋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万辆和14.3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56.9%和154.3%

上汽、长安、吉利、东风、北汽、
长城、一汽、广汽、江淮和奇瑞

面对中国巨
大的创业市场，
境内外共享办公
品牌正迎来一轮
合 并 、收 购 热
潮。在境内外独
角兽竞相争锋的
背景下，共享办
公的真正价值以
及全球化办公的
未来引发了业界
讨论。

“无人”驾驶迎来全
国性道路测试管理规
范。工信部、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智能
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
规范（试行）》，明确上路
测试的一系列要求以及
交通违法处理依据。

随着道路测试放开，产
业发展也“驶入”新的里
程。“无人”驾驶离我们还有
多远？还需“驶过”哪些“关
口”？记者进行了调查。

海南宝翔行全新BMW 5系Li登场

702.22万辆
和718.27万辆

今
年
一
季
度

我国
汽车
产销

中国品牌汽车销量
排名前10家企业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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