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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热点
广东取消
新能源汽车限牌限行令

广东省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
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要求取消对新能源汽车的
限牌限行，全省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必须100%
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为提高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积极性，《意
见》提出，取消对新能源汽车的限牌限行，排放检测
设置绿色通道，在城市市区划定新能源汽车夜间专
用停车区。《意见》还明确，全省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
必须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自
2018年7月1日起，对不满足充电设施配建要求的
新建住宅，各级住建部门不得办理验收手续。

在城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东鼓励
公交、出租车、环卫、物流等企业利用自有停车站场建
设集中充电站，要求新建公共停车场及新增的路内收
费停车位应按不低于30%的比例建设快速充电桩。

根据《意见》，2018年起，珠三角地区每年更
新或新增的巡游出租车和接入平台的网约车全部
使用新能源汽车，珠三角地区每年更新或新增的
市政、通勤、物流等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

（据新华社电）

在国内销售的十余年间，凯美瑞
车系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积
累下良好的市场口碑。在这个以变
革为主导的时代，凯美瑞顺应潮流，
其全新一代车型变得更加年轻化。
第八代凯美瑞推出后，再一次成为市
场爆款。近日，笔者来到位于海口市
南海大道的广汽丰田中升嘉翔南海
店，为大家带来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初
体验。

在外观方面，全新第八代凯美瑞
豪华版车型整体造型保留了上一代车
型特征，下进气格栅采用了横条辐式
的设计，全系标配的LED大灯搭配18
寸的铝合金轮毂透露出稳重大气。全
新凯美瑞车身相比老款车型有了全面
提升，拥有4885×1840×1455mm

的尺寸和2825mm的轴距。
在内饰方面，全新凯美瑞拥有丰

田最新的内饰设计，用料与做工相比
上一代车型的档次都提升了许多，车
辆仪表盘是常规的双圆盘加液晶显
示屏的设计，行车电脑显示屏尺寸为
7英寸，双圆盘边缘有一圈雾银装
饰。

全新凯美瑞全系标配电子手刹
且带有自动驻车功能，HUD、ACC自
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盲区监测及全
景摄像头等主动安全配置的加持也
让驾驶者行车更轻松。车辆后排全
系标配四门一键升降窗，顶配车型后
排中央扶手上带有后排空调、多媒
体、后排靠背角度调节以及后风挡电
动遮阳帘等控制键。此外，车辆后排

还有两个USB接口。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汽油版，搭

配的是2.5L自然吸气发动机配8AT
变 速 箱 ，最 大 功 率 209 马 力/
6600rpm。起步更柔和是2.5L自然
吸气发动机的表现，即使是SPORT
模式下也没有特别强的推背感，油
门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响应更快。

和老款车型相比，全新第八代
凯美瑞整体品质有了很大提升，尤
其是对细小振动感的过滤非常明
显。全新凯美瑞的制动力表现也令
人挺满意。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变得
时尚，科技感更强，配置紧跟时代步
伐，舒适性也进一步提升，整体变得
更加沉稳。

（广文）

为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
更多群体通过缴存使用公积金改善
基本住房条件，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近日发布《济南市自由职业者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将自
由职业者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范
围。今后自由职业者购房可根据相
关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从而享
受公积金贷款的实惠。

济南市规定，未与《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且年满18周岁，男性未满60周岁、
女性未满55周岁，在济南正常缴纳
社会保险的人员，自愿履行缴存住房
公积金义务，遵守住房公积金管理规
定的自由职业者，可按照自愿的原则
申请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
住房公积金。

对于自由职业者缴存公积金的
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济南市明确，
自由职业者应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

均收入作为月缴存基数，由个人申
报。个人申报缴存基数１万元以上
（含１万元）的需提供个人薪金完税
证明。月缴存基数不得低于济南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布的当年度月
最低缴存基数，不得高于济南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公布的当年度月最高
缴存基数。缴存比例不得低于10％，
不得高于24％。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额等于月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
月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可按公积金汇
缴年度进行调整。

济南市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自由职业者在购买自住商品房时，凡
符合《济南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
理办法》规定的，即可以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

据了解，《济南市自由职业者住房
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将于2018
年7月16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电）

数字化正重塑传统交通行业。近日
举行的2018年德国汉诺威IT展上，多家
企业携最新样品或方案亮相，勾画出未来
交通的图景。

德国初创企业e.GO移动公司展示了
最新的自动驾驶迷你公交车样品，这款名
为Mover 的车型主要用于市内短途通
勤。相比以往在多地部分路段按照固定
预设轨道运行的自动驾驶公交车，Mover
致力满足不同乘客需求，利用算法即时设
计最佳线路，减少行车距离，降低乘客花
费，实现灵活的自动驾驶。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向公众展示了对
未来智能车联网的设计和布局。在IOTA
系统沙盘中，自动驾驶汽车的车载计算机
能随时远程接收数据更新，并借助区块链
技术，对停车、充电、洗车、汽车共享等常
见汽车消费场景自主进行计价和支付。

由大众、戴姆勒、宝马和福特汽车联合
出资成立的德国艾奥尼蒂公司则在展会上
呈现了最新6插座高速充电桩。这款充电
桩功率高达350千瓦，充电15分钟可驾驶
300公里，符合欧洲联合充电系统CCS标
准，用电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日前已在瑞

士投入试运营，目标是到2020年在欧洲
25个国家的高速公路边将高速充电桩的
数量扩充至400个。

德国铁路公司的铁路乘客导流系统
也在本次展会上亮相。这套系统会在列
车进站前将灯光投影至站台地面，精准显
示列车即将停靠和车门所在的位置。不
同颜色灯光指示不同车厢的上座率，让乘
客提前分流准备上车，确保列车之后准点
开出，减少延误。德铁方面希望借此提升
客运效率，让客运量到2030年翻番。

在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展位上，人们可
以看到一架型号为Volocopter 2X的纯
电动直升机。这款两座的“空中出租车”自
重290公斤，装有18个旋翼，可搭载160公
斤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最远飞行27公
里，同时配备紧急降落伞以应对意外情
况。英特尔希望在未来3至5年能够获得
许可，进行Volocopter 2X的商用测试。

今年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约70个国
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
除英特尔、华为、思爱普、脸书等大型知名
企业外，还包括350多家初创企业和科研
院所。 （据新华社电）

小妙招点亮大白墙
墙壁能起到分隔、围护和承重等作用，还有隔

热、保温、隔声等功能。但是，常见的白色墙面有
点无趣，如何才能让白色墙面更富有层次感和美
感呢？

白墙单调？软装来弥补！
简单的大白墙明朗清爽，如果觉得风格单调，可

以通过整体空间家具、软装的精妙搭配，让空间适度
留白，更富有层次趣味。

运用光影 赋予墙面多变魅力
灯具（吊灯、壁灯、台灯、落地灯、筒灯、射灯、灯

箱等）在满足照明的同时，还可以增加空间的层次
感。可以根据不同照明需求选择冷光、中性光、暖
光，装修之前要跟设计师充分沟通，预留好所需电
源、插座。

换种材质 让白墙更精致
可以选择带有凹凸纹理的材质作为装饰墙面，

与其他墙面的白色乳胶漆材质形成对比。比如使用
砖墙、硅藻泥、艺术漆、护墙板等。

绿植装饰来帮忙
大白墙与绿植的精心搭配会给空间带来清新

之感。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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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5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据初步
测算，70个大中城市中，4个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6%
和 0.2%，分别连续4个月和3个
月下降，降幅比上月分别收窄
0.4和0.5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房价有所上涨。统
计显示，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
涨5.4%和4.4%，涨幅比上月分别
扩大0.3和0.2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房价涨幅继续回

落。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6.0%和4.3%，涨幅比上月分别回
落0.3和0.2个百分点，分别连续
4个月和10个月回落。

从环比看，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
上涨0.3%和 0.2%。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分别上涨0.9%和 0.8%。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分别上涨0.7%和0.6%。

“5月份，各地继续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不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

力度，全国 40 多个城市出台了
调控政策，防止房价明显过快上
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刘建伟说。

15 个热点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涨跌互现。统计显示，5
月份，15个热点城市中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有福州
等5个城市，最大降幅为1.1%；杭
州环比持平；环比上涨的有成都
等 9个城市，最高涨幅为 2.1%。
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8个，最
大降幅为2.8%；上涨的7个，最高
涨幅为3.4%。

（据新华社电）

汉诺威IT展聚焦未来交通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初体验

沈阳：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公交车占比将达到75％

近日，记者从沈阳市公共交通指挥调度中心
了解到，沈阳市将新增、更新300辆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公交车，其中173辆已经上线运营。新车上
线后将更新100余辆老旧柴油公交车，全市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将达到75％。

据介绍，近期新增、更新的300辆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公交车，全部配备空调系统、环保天窗等人性化
服务设施，并应用无级变速系统，车辆行驶更加平稳。

记者看到，此次新增、更新的公交车座椅全部
为一体式软垫座椅；车厢内设有3组USB接口，
一组有两个接口，分别位于车厢中部爱心座席和
车厢后部第二排座椅两侧；上下车的阶梯侧方均
安装了空调，雨雪天气时可保持上下车踏板处干
燥，起到防滑的作用。

沈阳市公共交通指挥调度中心企业监管科科
长王新波表示，今年沈阳计划新增、更新900辆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其余600辆将于年底前
陆续上线。 （据新华社电）

一线城市商品房
价格同比持续下降

济南将自由职业者
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

， 、

近日在德国汉诺威IT展上展出的大众公司展车。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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