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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3月27日下午，当海南日报记者登上“博鳌
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用试点项目”试乘车辆时，
陈裕龙是车上唯一的工作人员，但他并非司机，而
是一名安全员。

车辆行驶中，陈裕龙一直盯着眼前的平板电
脑，观察车辆行驶轨迹和周边路况，手却没有采取
任何操作，他的职责只限于在紧急状态下采取必
要措施。

这辆名为“阿波龙”的无人驾驶电动小巴由百
度公司和金龙客车联手打造，最多可容纳14名乘
客，车内装饰可谓简单到极致，整车没有方向盘、
刹车踏板、油门踏板，是一辆典型的L4级无人驾
驶的汽车。

所谓L4是指智能车的性能等级达到了高度
自动驾驶状态，仅低于L5完全自动驾驶，是目前
世界上智能车达到的最高水平。

车在路上行驶，记者乘坐感觉比较舒适，闭上
眼睛时并未察觉出它与传统汽车有什么区别，但
睁眼望去，因为车辆前部并无仪器遮挡，视野非常
开阔，很适合观赏景致。

当天的体验路程只有 1.1 公里，行驶速度
也只有 20公里/小时，但却设置了“前方急弯
提醒”“道路施工提醒”和“红绿灯车速引导”等
三个场景，以测试无人驾驶车辆的应急反应能
力。

当车辆需要转弯之前，记者明显感到车速
在放缓；当前面出现道路施工提示信息时，车辆
则采取绕行措施，甚至在有前车遮挡情况下，也
能提前做出判断；而面对红绿灯，车辆则可以结
合道路数据及信号灯当前状态和倒计时，计算
出建议车速，轻松通过路口，避免闯红灯、急
刹、追尾。

据悉，这辆无人驾驶电动小巴之所以能做
到上述应对，是因为车身配备有激光雷达、毫
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单目和双目摄像机；这
些多传感器系统为车辆提供了一对“眼睛”，能
够实时识别周围环境；顶部的组合导航系统，
则结合电子地图和高精度定位技术，提供厘米
级定位。

车载计算系统则包含了“百度汽车大脑”的算
法和软件，传感器捕获的所有信息同时到达计算
中心。“这就像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它让汽车的
大脑完成感知、决定、计划和控制车辆的整个过
程。”陈裕龙说。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广告

战略
瞄准智能网联汽车

研发创新省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5G发展的
重要机遇，2017年就开始积极争取5G
试点工作。2018年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先后批准将海南纳入全国首批试
点。目前，电信、移动、联通已经在海
口、琼海、澄迈等市县积极推进254个
5G试点基站建设，已开通33个。

王静说，我省力争在5G规模化商
用时率先实现全岛覆盖，充分发挥5G
网络“超大带宽、超大容量、超高可靠、
超低延时”特性，以博鳌为起步区，开
展5G智慧灯杆、智慧医疗、智慧旅游
和智慧会展等应用，建设“智慧海南”。

同时，我省将紧密结合海南特色
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以博鳌试点项目
为起点，充分利用体制机制创新等优
势，率先实现全岛智能网联汽车应用，
立体打造海南智能网联车示范岛，支
撑全域智慧交通体系建设。

王静说，基于博鳌试点项目的合
作基础，我省还将联合国内龙头企业，
通过示范应用带动产业发展，高起点
布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打造智能
网联汽车研发创新省。

此外，我省还将借助博鳌亚洲论
坛的影响力和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契
机，着眼国际化、开放化，通过举办
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等，打造智
能网联汽车国际研发中心、成果发布
基地，逐步形成有影响力的智能网联
汽车国际交流合作窗口。

创新
全国首个“智能网联

汽车+5G”试点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海南交控）作为该项目的建设主
体，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主动对
标海南自贸区自贸港“三区一中心”发
展战略，携手国内智能网联领域的顶
尖品牌，共同搭建“人-车-路-云”协
同的智慧交通体系。

海南交控董事长黄兴海说，在时
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的情况下，该公
司抽调技术骨干组建项目工作小组，
并赴北京、上海、长春等地考察调研，
邀请清华大学等国内顶级机构的专
家学者参与设计项目建设方案。

据悉，该项目开工后仅用了40
天，就完成了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
用所需的车辆车路协同功能改造，道
路及路侧基础设施建设，5G基站及传

输网络建设等全部工作，并于3月底
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黄兴海说，博鳌智能网联汽车
及 5G应用试点项目是海南智慧交
通产业发展的新起点，也是我国首
个结合智能网联汽车开展 5G试点
的项目，形成了跨车企系统的多品
牌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体系，填
补了海南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空
白，推动形成我省未来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雏形。

借力
与博鳌超级医院统筹推进

琼海市副市长陈圣法说，该项目
在琼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内展示，充分利用了博鳌亚洲论坛的
国际影响力、5G和智能网联汽车与乐
城医疗旅游融合潜力等集合优势，传
递海南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和5G的决
心，有利于智慧海南和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

据悉，博鳌乐城先行区享有国务
院九条优惠政策，试点发展医疗、养
老、科研等国际医疗旅游相关产业，截
至目前，先行区已正式受理投资项目
71个，并已有博鳌超级医院等9家医
疗机构开业或试运营。

陈圣法说，琼海将博鳌超级医院
与智能网联汽车融合为一个联程项目
统筹推进，圆满完成了各项保障建设
任务，目前博鳌地区已经建设了12个
5G基站。“博鳌5G网络建设和应用试
点实现快速起步，将极大助推琼海在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抢占‘智能
化’先机。琼海也将紧抓此契机，努力
推进乐城医疗旅游+5G智能应用融
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琼海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博鳌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用
试点项目”27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上亮相后，多位业内专
家表示，海南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独具
优势，项目的成功展示体现了海南省
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决心和能
力，海南有条件建立我国首个开放境
内大部分道路甚至全部道路的国家
级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省。

看好
海南发展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独具优势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院长成

波表示，海南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具
有独特优势，海南是一个封闭的岛屿，
易于实现标准法规的先行先试，全岛

高速公路无收费站，道路条件良好，也
为智能网联技术的示范和实际应用奠
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海南还具备独特的高温高湿
高盐自然环境，本身就是汽车测试所需要
的重要环境要素。“如琼海汽车试验场作
为全国唯一热带汽车试验场，很多测试条
件是全国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成波说。

此外，海南获批成为全国首批5G
规模组网试点和全国首个5.9GHz频
段车联网业务试点，以及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优势，博鳌亚洲论坛的影
响力与宣传效应，都使得广大企业愿
意来海南进行测试、应用。

建议
全面规划产业发展布局

针对博鳌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
用试点项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邓伟文表示，该
项目独具特色，是全国首次多品牌、多
车型、多技术路线融合的智能网联汽
车综合示范应用。

据悉，此次试点涉及国内自动驾
驶技术领先的多家企业L4级自动驾
驶车辆——百度阿波龙、一汽红旗、
上汽荣威、蔚来、宇通客车等，实现了
基于半开放道路的车路协同、多车协
同等典型应用。

在邓伟文看来，该项目体现了海
南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决心和
能力。海南应以该项目为切入点，开
始全面规划布局海南省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制定海南省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他建议，海南省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发展，应统筹布局，强化顶层设计，
坚持海南省“一张蓝图”及“多规合一”
战略，积极完善跨部门、跨领域协同机

制，加强与国内市场联动互补，形成支
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
体系及健康发展的基础环境。

同时，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重点领
域及关键技术的创新，并结合自身优
势，加快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体制机制
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积极引入国际
资源和市场，加强产业全球布局和国
际交流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力。

前景
向国际研发中心进发

天津大学教授、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吴志新说，作为汽车产
品的终极形态，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
世界各国争相抢占的发展战略制高
点。海南省作为国家级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开展智能网联
汽车示范试点，发展布局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具备战略意义。
吴志新建议，海南可围绕智能网

联汽车的技术研发创新、智慧旅游示
范及产业国际合作三方面全面布局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重点布局产业链上
游及下游产业，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
新技术研发创新省。

同时，以海南丰厚的旅游资源为
依托，将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出行及智
慧交通等典型应用与海南省国际旅游
建设深度融合，构建全球领先、高度智
能的智慧旅游示范先导区。

吴志新表示，海南可借助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的契机，推动海南省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国际化布局，以全面开
放、资源共享的战略，吸引国内外智能
网联汽车全产业链打造海南总部基
地，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国际研发
中心、成果发布基地等多位一体的国
际窗口。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业内专家看好海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前景——

加强战略规划，抢占国际制高点
海南电信演示
5G应用范例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詹秋月）海南进入“博鳌时间”，承担国家发改委
5G规模组网及应用试验任务的中国电信海南公
司（以下简称海南电信）以应用为抓手，在博鳌乐
城、年会新闻中心推出了系列基于5G技术支持、
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项目展示。

3月27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海南电信进行了基于5G网络在运动状态下
的远程诊疗及急救演示。远程专家室的支持、转
运急救车上的监护和急救、共享的患者体征参数
等，均为急救状态下患者的护理和抢救提供了很
好的保障。据介绍，将来使用5G手机，人们可以
全程无死角观看整个救护过程，让患者家属能够
全程感受到救护过程中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救护。
5G网络技术大带宽、高速率、低时延的特点，让转
运过程中的实时救护与医疗专家的远程诊疗实现
无缝对接。

在现场，海南电信还展示了基于5G网络的
VR警用头盔，通过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云计算、
云存储和5G网络等先进技术的综合使用，快速
实现安防保障与区域管控，整个过程中呈现出的
便捷、高效和准确性令人赞叹。

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
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
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

实现车与车、路、人、云等
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
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
等功能

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
节能”行驶，并最终可实现替代
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博鳌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用试点项目”亮相博鳌论坛年会

海南抢占智慧交通产业先机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博鳌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
用试点项目”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上亮相，引起各界广泛
关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王静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业态，
十分符合中央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的要求，也是海南打造“绿色智
慧出行新海南”的重要抓手。

王静说，该项目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实际举措。
智能网联汽车和5G是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卫星导航、人工智
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业
态，是建设数字海南的基础。项
目担负着在全国先行先试的使
命，更是打造清洁能源汽车示范
岛和创新岛的重要举措。

海南日报记者体验智能网联汽车

“大脑”从容指挥
反应能力不俗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③③

率先实现全岛智能网联汽车应用

高起点布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创新省

形成有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汽车国际交流合作窗口

我国首个结合智能网联汽车开展5G试点的项目

将博鳌超级医院与智能网联汽车融合为一个联程项目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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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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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3 月 27 日，博
鳌论坛年会嘉宾考察
体验智能网联汽车。

②演示车辆没有
司机，仅由安全员监控
和采取紧急措施。

③智能网联汽车
内部空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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