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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姆 勒 旗 下 共 享 汽 车 品 牌
car2go将于6月30日全面停止在中
国的运营，此前“友友用车”“麻瓜出
行”“途宽易”等共享汽车平台陆续“出
局”，拥有数百万用户的途歌也因经
营困境多次被合作伙伴起诉冻结资
产……

近年来，巨大的市场“蛋糕”吸引众
多资本进入共享汽车领域，但平台数量
和规模快速扩张导致“洗牌”加剧，服务
能力建设滞后导致用户体验差。那么，
下一步共享汽车将驶向何方？

市场规模前景巨大，
资本“抢滩登陆”

据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分析
预测，2025年中国的分时租赁汽车
将达到60万辆；未来中国共享出行
将达到每天3700万人次，对应的市
场容量高达每年3800亿元。

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众多大型
国有车企、民营企业重金“杀入”。今
年5月28日，“东风出行”首批1000
辆共享汽车在武汉投入运营；去年5

月，一汽集团推出“开开出行”介入分
时租赁业务；重庆力帆旗下的“盼达
用车”，目前已在11个城市投运了超
过2万辆新能源共享汽车……

共享汽车属于“重资产、重运营、
重体验”的新兴行业，随着众多平台
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目前全国共享汽车企业超过50家，

但大多处于大规模投入期，都没有盈
利，一些运营成本高、服务能力差的
企业难免被淘汰。

——企业运营难。在山城重庆，
共享单车受地形限制未能大规模布
局，却成了共享汽车企业争夺的“高
地”。目前重庆主城区已有“盼达用
车”“长安出行”等10多家分时租赁

企业，仅投运的新能源共享汽车就超
过1万辆；而 car2go投运的Smart
车型的成本较高导致用车价格偏高、
用户不断减少，其退出中国市场，率
先下线的就是在重庆的业务。

——用户体验差。上海市民刘
先生日前租用了上海路享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的分时租赁汽车，仪表盘
显示油量还能行驶70多公里，但开
出不远就燃油耗尽，最终花了800
多元的拖车费和租金才摆脱困境。
但该公司却认为这是车辆生产厂家
的责任，拒绝弥补消费者损失。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副秘书长宁海介绍，2018年其受
理的共享汽车相关投诉超过1200
件，主要集中在计费混乱、押金难退、
索赔繁琐、商家推诿等方面。

市场处于培育期，面
临诸多挑战

有专家表示，虽然各方都看好共
享汽车的发展前景，但目前市场仍处
于培育期，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说，一些平台过
于注重规模扩张而忽视了运营服务，
有的平台甚至挪用用户押金用于经
营。《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6月1日起正式实施，相
关企业应结合押金问题的整治推动
运营和服务升级，摆脱“押金为王”

“烧钱补贴”模式。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提升用户

体验不仅需要企业发力，还需要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如共享汽车大多
布局在人流密集区域，这些区域普遍
存在道路资源、土地资源、充电设施
稀缺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充电等
难题，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理想化的共享汽车运营方式是
依托智能化工具、智能化管理，通过
自动驾驶实现人、车、路协同。但这
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标准化道
路、5G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还需
要汽车厂商加快提升自动驾驶汽车
水平、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不断完善高
精地图才能实现。”“盼达用车”CEO
高钰说。 （据新华社电）

6月22日，红旗首款豪华B级
SUV——HS5试驾体验会在海口

举行，众多红旗新老车主和媒体代
表参加。

红旗HS5的整体外观采用了
全新设计风格，车辆配置直瀑式
进气格栅、精致的镀铬饰条和两
侧大灯组，呈现出新潮动感又不
失豪华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众多
消费者的关注。

红旗HS5的长、宽、高尺寸分别
为 4760mm、1907mm、1700mm，
轴距为2870mm。车辆的液晶仪
表与中控显示屏采用贯穿式设计
并用大量皮革包裹。

红旗 HS5 还配备了睡眠头
枕、智能清洁座舱、253色氛围灯、
红旗专属定制 Bose12 声音响系
统、顶级头层NAPPA皮饰以及红
旗独创的车内空气清新系统。

在动力方面，红旗 HS5 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165 千瓦，匹配爱信 6 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车辆底盘结构采用前
麦弗逊后多连杆全独立悬挂，智
联旗享和智联旗领版提供四驱车
型。

(广文)

6月 21日，海南宝翔行与海南
宝悦联合在海口举办新BMW 7系
上市发布会，共推出6款升级车型，
价格区间为82.8—242.8万元。

作为BMW大型豪华车的中流
砥柱，新BMW 7系携全新设计语
言和前瞻创新科技而来，展现了
BMW品牌旗舰车型的自信风采。

新BMW 7系搭载的BMW智

能互联驾驶座舱，集成了12.3英寸的
液晶仪表盘及10.25英寸的触控显示
屏。全新配备的第七代BMW iD-
rive智能人机交互系统，采用最先进
的全数字式设计，更加注重驾驶者的
个人需求。第七代BMW iDrive智
能人机交互系统，可实现驾驶者与车
辆之间的多样化、个性化的互动模式。

BMW还将个性化定制应用于新
BMW 7系产品之中，提供丰富的定制
方案。客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车辆
进行个性化定制。此外，新BMW 7系
还配备了远程软件升级功能，可随时在
线更新导航系统、人机交互系统、智能
个人助理、动力或刹车软件。 (广文)

红旗首款豪华B级SUV

HS5海口试驾会举行
新BMW 7系海口上市

停运、押金难退、用户体验差;平台快速扩张导致“洗牌”加剧

共享汽车驶向何方？

6月 21日，位于海口市金龙路
的逸龙广场·九珑开盘，项目营销中
心举行了逸龙广场·九珑耀世开盘
品牌盛典暨戴德梁行物业签约仪
式，数百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这一荣耀时刻。

逸龙广场·九珑项目总经理云
天喜表示，逸龙广场·九珑与戴德梁
行的签约合作，标志着专业房地产
服务运营商正式进驻逸龙广场·九

珑项目。作为长达16年的合作伙
伴，双方此次强强联手具有里程碑
意义。

在签约仪式上，戴德梁行有关负
责人对逸龙广场·九珑项目充满了信
心，并向在场人士介绍了戴德梁行在
物业服务方面的专业性。戴德梁行
将携手逸龙广场·九珑，共同提升海
口国贸高端商务格局软实力，将项目
打造成海南未来的商务之星。

签约仪式后，销售人员热情为
现场客户讲解项目沙盘，该项目“大
地段、小户型、低总价、精装修、带租
约”的特点吸引了许多人士选购。
据了解，本次开盘仪式上，逸龙广
场·九珑主推95—1200㎡中轴写字
楼([2017]海房预字[0006]号)，可自由
分割组合。项目推出市场后，以实
力和品质赢得了众多投资客户的关
注。 (广文)

轻钢龙骨吊顶
安装有技巧

轻钢龙骨作为一种吊顶材料，具有自重轻、防

火、防震等性能，安装工序包括弹线定位、安装吊

杆、安装龙骨、调平验收、安装石膏板等。

轻钢龙骨吊顶安装有技巧。首先，要根据设计

标高，用红外线水平仪在房间各个墙角上标出水平

点，弹水平线，作为天花吊顶的定位线。然后，安装

吊杆和龙骨，采用红外线水平仪对吊顶骨架进行调

平处理，注意相应高度。接下来，安装石膏板。调

平验收后，先封上一层夹板，涂刷白胶后再封上一

层9厘米的纸面石膏板。石膏板要用专用螺丝牢

固安装。

轻钢龙骨吊顶的安装看似简单，但是却不容马

虎。双层板天花制作工艺有利于提升防火性能，减

少天花开裂几率。装修过程中，业主在施工现场应

多与设计师、施工人员进行沟通交流。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逸龙广场•九珑开盘
戴德梁行签约入驻

三亚，这个浪漫美好的国际滨海
旅游城市，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人的梦
想栖居地。在这里，你可以拥抱大海
蓝天，感受生活的无限诗意。

三亚恒大御府拥有约6万平方
米的欧式花园园林以及约1150平方
米的中央御湖。早晨，与家人在公园
里奔跑；夕阳斜照，携家人和萌宠漫
步湖畔；华灯初上时，窗外夜景璀璨
……恒大御府，让您尽情享受繁华都
市的温馨时光。

三亚恒大御府，可以让您尽情
享受三亚这座城市的魅力，尽享商
圈繁华配套和社区多元配套资源。
在这里，风情商业街、一站式美食购
物天堂、恒大影城应有尽有，让您的
时尚生活资讯与全球同步。

三亚恒大御府臻品美宅，揽欧式
浪漫园林，匠心深耕生活细节。建筑
面积约85—108平方米三房两厅，揽
湖观园；建筑面积约41—54平方米
的智汇空间，小巧精妙。

三亚恒大御府，让您与美好生
活倾心相遇！

预售证号：三房预许字【2017】27
号；三房预许字【2017】48号；三房预
许 字【2017】58 号 ；三 房 预 许 字
【2018】68号；三房预许字【2019】11
号；三房预许字【2019】34号；三房预
许字【2019】40号。

(广文)

三亚恒大御府:

与美好生活倾心相遇

杭州：

信息化系统
打造便民“智慧车管”

驾驶证期满换证，需要重新体检；不小心将驾
驶证弄丢，抽不出时间到车管所补办……这些与车
有关的“小事”曾让不少办事群众觉得烦心。而在
浙江杭州，得益于以信息化系统为基础的“智慧车
管”建设，这些烦恼将迎刃而解。

近日，杭州交警在“最多跑一次”的基础上，启
用了浙江省首个24小时“无人车管所”。在位于杭
州古墩路的车管所办事大厅，记者刚进门就感受到
智能化气息：进出需要经过一道“刷脸”的门禁系
统。一名民警解释：“这是为了对异常出入大厅人
员进行限制，以防范非法中介，维护大厅内良好的
秩序。”

在“无人车管所”门口张贴的业务办理种类表
上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全天候办理两大类业务，分
别是包括补领号牌、补换领行驶证在内的机动车业
务和期满换证、转入换证等的驾驶证业务。

杭州市车管所牌证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办理
期满换证这项业务为例，以往驾驶员需要到医院体
检后，再选择工作时间到杭州市车管所办理。如今
通过“无人车管所”内的自助体检机，驾驶员随时都
能来办理换证业务，而且机器检测的结果非常准确。

据介绍，驾驶员进入体检机内坐正，识别身份
证并输入手机号后，就可以按照系统的提示开始体
检。除了最基本的身高、体重外，这台机器还能进
行辨色、视力、听力、上肢、下肢、躯干等检查。

当所有检查都通过后，体检机会打印出一张
“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表”。接下来，就可以
凭表在驾驶证自助制证终端上办理业务，一般3分
钟之内就能拿到证件。

“整个流程下来，最快五六分钟就能搞定。关
键是这里24小时开放，解决了我们这些上班族的
烦恼。”前来办事的杭州市民吴先生说。

据了解，2018年底启动“智慧车管”建设以来，
目前，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实现车辆登
记单笔业务办理时间缩短50%，网上办件量同比上
升12%。随着网点进一步铺开和“网上办”成效提
升，杭州市车管所本部窗口业务量明显分流，今年3
月以来，日均业务量减少近100笔，降幅达到10%
左右。 （据新华社电）

车·热点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甘
肃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
方案》，规定1000户以上的新建城镇
小区要规划建设1所规模至少为6个
班的幼儿园，有效扩大城镇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供给。

对于城镇小区不同建设情况，
方案提出了具体规定：对达到配建
标准但未规划幼儿园的城镇小区，
其中拟新建的，县市区政府要前移
治理关口，主动把幼儿园建设纳入
城镇小区规划建筑设计环节；正在
建设的，县市区政府要制定整改方

案，明确责任主体，责令限期整改，
落实配建幼儿园标准。已建成的，
县市区政府要结合现有幼儿园布局
情况，因地制宜通过补建、改建、就
近新建、置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
决。

针对备受关注的已建配套幼儿
园移交问题，甘肃规定对配套幼儿
园已经建成，但未按相关政策规定
或合同约定移交当地教育部门的，
或开发企业违规出租、出售办成高
收费民办幼儿园的，由县市区政府
职能部门责成开发企业限期收回，

并办理所占土地及园舍的移交及资
产登记手续；对闲置不用或挪作他
用的，限期交付当地教育部门并办
理移交手续。

方案明确，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要与首期建设项目同步验收。
对在幼儿园建设用地上进行其他
项目建设的，要责令整改，并依法
依规予以处置。对违反规划要求
和建设标准、且不按时落实整改要
求的开发企业，要依法依规实施联
合惩戒。

（据新华社电）

甘肃：

千户以上新建小区
要建一所幼儿园

五六月的广州闷热潮湿，正是白

蚁的活跃期。家住广州南沙区的一

名业主发现家里到处都是白蚁，更令

她闹心的是，房子是新买不久的二手

房，刚入住不到半年。几次与原房东

沟通无果，她告上法院，要求退回部

分购房款并赔偿其损失。近日，南沙

区法院审理该案后，判决原房东赔偿

2.6万余元。

2017年11月，应女士与周小姐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一套总价

148万元的二手房。入住后，应女士

发现房屋的两间卧室、洗手间墙体均

有白蚁，且白蚁侵蚀时间有两年。应

女士称，自己虽在购房前实地查看过

房屋，但当时房屋处于租赁中，自己

无法仔细查看，且白蚁问题属于隐蔽

瑕疵，无法用肉眼识别。因此，应女

士要求变更成交价，退还6万元购房

款，并赔偿白蚁消除费、重新装修费、

垃圾清理搬运费及因房屋重新装修

导致自己在外租赁房屋的租金等损

失。

面对控诉，周小姐则大喊冤

枉，她强调自己对自家房屋内存在

白蚁问题并不知情，也没有故意隐

瞒。她称，2016年底确实发现房屋

有白蚁，但当时已找相关技术人员

查杀。2017 年初重新装修后将房

屋出租，租户也从未反映有白蚁问

题，应女士来看房时也没有发现有

白蚁问题。周小姐为此认为，应女

士要求变更成交价、赔偿损失没有

依据。

南沙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物

业记录、有关技术公司出具的《白

蚁活动治理报告》，可以确认涉案

房屋卧室、厕所确实有白蚁活动，

且白蚁侵蚀时间有两年之久，因此

房屋出售时存在质量瑕疵。根据

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周小姐存在故

意隐瞒的情形，故应女士要求减少

合同总房款6万元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出

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

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

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

任”的规定，虽然双方的《房屋买卖

合同》约定按现状交付涉案房屋，

但考虑到白蚁危害属于隐蔽质量

瑕疵，在房屋使用过程中才能发

现，故周小姐作为出卖人对该质量

瑕疵仍负有担保责任。

最终，南沙法院判决周小姐应赔

偿应女士白蚁防治费用、装修损失及

租金等26250元。

（大洋网）

新买二手房白蚁成患
原房主要赔偿吗？

三亚恒大御府项目效果示意图

逸龙广场•九珑临街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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