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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聚焦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我省多部门全力做好
大会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博鳌7月1日电（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
者蔡胤彦）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7月1日在
博鳌拉开帷幕，海南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尽职尽责、认真细致地做好大会各项服务
保障工作，确保大会顺利落地海南。

为保障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按时、高效推进，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
科协、省外事办等部门以及琼海市政府起草并推
动印发相关工作方案，成立大会海南服务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
要负责与中国科协、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等30余家大会海南方成员单位之间
的沟通协调。

领导小组还设立了综合协调组、VIP接待组、
后勤保障组、安全保障组、新闻宣传组、展览保障
与招商组6个工作小组，明确各小组的工作职责
和任务，按照分工做好各个环节的筹备工作。

按照大会总体部署，省工信厅、省科协按时间
节点跟进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每周收集海南服
务保障各工作小组工作进展，以周报的形式及时
向省政府和中国科协汇报大会进展情况。我省还
多次召开海南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专题
会议，对会议部署的工作逐一跟踪落实。

借助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契机，抓住大会
客商云集的良好机遇，省工信厅还会同省商务厅、
海南经发局，用足用好大会平台资源，精准策划开
展与企业商务会谈工作，策划好海南新能源汽车
产业布局，做好商务会谈活动细案，吸引知名企业
到海南投资兴业。

多款国产电动车登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上汽、东风日
产、长安汽车、威马、北汽等众多国内
新能源汽车企业携旗下多款新车型在
博鳌展开角力。

“这是辆刚刚赢得2019环青海湖
（国际）电动汽车挑战赛冠军的新能源
汽车，车上的宣传贴膜还没撕掉呢。”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工
程师刘英颇为自豪，她也是这款下半
年即将上市的逸动EV520型号的项
目总监。“这款车在青海湖一口气跑了
600多公里，全场第一，我们去年10
月也参加了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环岛
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年还会继续
参加。”

在刘英看来，新能源汽车的推背
感是一般燃油车比不了的，特别是时
速0到50公里的加速感表现超棒，超
车、加速等性能都表现优异，“开惯了
新能源汽车，开普通燃油车真的会不
太适应。”

现场，一辆外形简洁的银色概念车
吸人眼球，这是北汽集团旗下的高端品
牌 ARCFOX 的电动 SUV 概念车
ARCFOX ECF Concept。据介绍，
该车是L2.5级别的自动驾驶，续航能
力可达到450至600公里，全车用传感
器和摄像头取代后视镜，还可以完成全
智能化操作，设计感十足的概念车仿佛
让人看到了“未来汽车”的模样。

不远处，几辆名为“迈迈”，造型迷
你、色彩鲜艳的城市电动小跑车也以
其颇高的颜值“吸睛”无数。据展台工
作人员介绍，这款车配合了更多超跑
风格的设计元素，并注重科技感，目前
也还没有上市，希望能通过这次大会
的平台，向外界展示赛麟（中国）在新

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实力。

国际品牌看好海南市场

在汽车产业生态深刻变革、竞争
格局全面重塑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各
主流车企纷纷发布电动化规划，长远
布局和着力推进新能源汽车进程。本
次大会上，宝马、奥迪等国际知名品牌
车企纷纷携旗下最新款的电动汽车亮
相博鳌。

奥迪e-tron是奥迪在2019年推
出的纯电动高性能跑车，也是该公司
首款纯电动SUV。该品牌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奥迪非常重视新能源汽
车的研发和推广，这次专门带该款车
来到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展示，“这款车
我们应用了很多新技术，在尽量保证

车身轻量化的同时，用触摸屏控制各
种电子设备，从而无需繁多的控制按
钮和小部件。”

“我们这次带来了两款宝马的新
能源车，一款是纯电动的，一款是插混
的。”宝马新能源市场部相关负责人陈
莉莉说，这两年能明显感觉到海南新
能源汽车发展氛围非常好，海南省政
府特别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海南发
展新能源汽车的优势也很明显，“作为
汽车厂商，我们希望配合海南省政府，
在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方面多出点
力。”

陈莉莉说，今年3月，宝马参与了
ABB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
亚站的比赛，还邀请了全国100多家
媒体在三亚站前夜举办了宝马新能源
家族发布会，展示旗下纯电动、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型，宝马集团首款纯电动
赛车BMW iFE.18也一同亮相，“宝
马对海南新能源汽车市场非常重视，
与宝马合作的海南经销商都必须是能
售卖新能源汽车的经销商，未来我们
会更加积极参与海南举办的各类新能
源汽车赛事。”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亮相

新能源汽车大家族中，除了各种
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外，氢燃料电池汽车越
来越受到重视，当天的展会上，就有不
少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亮相。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最早涉足氢能产业的中国企业之一，
专注于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研发与

产业化，与多家国内主流车企进行合
作。其在展会现场展示了自主研发的
各类型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以及氢燃料
电池电压变换器。

亿华通常务副总经理于民介绍，公
司在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技术基础上，
自主研发的300辆商用车已经在全国
部分城市投入使用。目前，乘用车正处
在开发阶段，将在不久后正式推出。

于民表示，海南自然环境优越，非
常适合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技术无污染，采用这个
技术的新能源汽车将有利于保护海南
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海南油气和氢
能资源很丰富，非常适合推广氢燃料
电池汽车。

国家级监管平台演示互动

会议期间，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和
管理平台、国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监控平台的技术演示与现场互动进行。

记者看到，在大会主会场两边，各
有一个电子屏幕，展示的正是这两个
平台，点击海南区域的地图，就会实时
显示海南新能源车辆数、充电车辆数、
充电桩等各种大数据信息。

“国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监
控平台要把全国充电设施的运营商和
车企都接入进来，并把省市平台进行
对接，从而提高对充电桩的监控和互
联互通的能力。”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促进联盟信息部主任仝宗旗
说，目前包括海南在内，各省的充电桩
和车企还在陆续接入，平台的建设和
完善将有利于新能源基础设施补贴的
发放，提高用户充电体验，并满足政府
和企业对大数据应用的需求。

（本报博鳌7月1日电）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7月1日，以“新时代 新变革 新产业”为主题的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博鳌正式拉开帷幕。大会同期布局了5000平方米
新能源汽车先进技术展览区域，邀请国内外整车企业、新势力造车企业、国内外零部件厂商重点展示新能源汽车领域先进技术。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该展览区域进行探访，一窥全球顶尖新能源汽车技术及产品的真面貌。

探访新能源汽车先进技术展区——

全球顶尖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亮相博鳌

7月1日，在先进技术展览区域，亿华通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7月1日，琼海博鳌，“新能源汽车试乘试驾”
活动吸引了不少体验者参与。

据了解，活动体验项目包括道路试驾、百米加
速、静音测试、弯道及绕桩测试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试乘试驾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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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见天涯

禁售烟草“100米”，不如执法“零距离”
■ 张淳艺

来论
针对日前媒体报道的“校园周边

100米禁售烟草规定形同虚设”现象，北
京市昌平区回应称，经该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烟草专卖局核查，售烟点与幼儿
园距离“均超过100米，符合合理布局
规定”。烟草专卖局给的测量标准是

“步行距离”；而记者测量的直线距离，
都在100米内。（7月1日《北京日报》）

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禁
止烟草制品销售者在幼儿园、中小学
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内销售烟
草制品。不单是北京，“学校周边100
米内禁售烟草”已是许多地方的普遍
规定。但对于这100米的距离该怎么
量，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

究竟该使用“直线距离”还是“步
行距离”，这似乎是个“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两个

地点之间的距离，按照空间直径辐射
的方法计算更为客观合理。也有律师
指出，烟草专卖局测量方法依据的是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
交通标线的国家标准，在此规范中按
照步行距离测量有一定合理性。

事实上，“学校周边100米内禁售
烟草”的规定，更多的是彰显让未成年
人远离烟草的价值导向，象征意义远
远大于实际意义。与“步行距离”相

比，采用“直线距离”作为测量标准，固
然能够最大限度放大“100米”的覆盖
面，但对于想买烟并且能够买到烟的
学生来说，无非是多走几步路而已。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
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
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
人出售烟酒的标志。近年来，全国近
20个城市出台地方性控烟法规，对向
未成年人售烟作出更具体的限制，并

明确了处罚细则。但在现实中，法律
法规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向未成年人
售烟的现象十分普遍。

因此，让未成年人远离烟草，与其
纠结现实的100米距离，不如落实好法
律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加大执法力
度，严惩向未成年人售烟行为，才能倒逼
烟草经营者提高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
主动向未成年人说不。无论直线距离，
还是步行距离，都不如执法“零距离”。

锐评“勿需让座”：谦让的良性互动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让座本身是一件再自然不
过的事情，但近年来，“让”与“不
让”反而成为了一个问题，引发
了诸多矛盾，其中不乏“没让座
者”被批、“硬要座者”被骂等现
象。不过，近日这位“勿需让座”
的老人，则让人们看到了“让座”
回归良性互动的另一种可能。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
无疑正是这种美德的体现。但
是没给老人让座，就是不尊老
吗？将不让座等同于不尊老，
无疑是给年轻人戴上了道德枷
锁，也给了“强硬讨座者”理直
气壮的盾牌。“尊老”绝不是单
方面的道德和义务，因为“应该
尊重”与“值得尊重”之间隔着
一颗相互理解的心。挂出“勿
需让座”牌的老人给了“让座”
一种新的打开方式，他体谅年
轻人的不易，在身体允许的情
况下，为避免给其他乘客增加
心理负担，用这种方式告诉年
轻人“可以不让座”，这饱含了
对他人的谦让和体谅。老人因
此得到网友的狂赞，这彰显的
正是“道德自觉”和相互尊重。

“勿需让座”让人明白，做
好“让与不让”这道选择题，归
根结底，要从“需不需要”上寻

找答案。之所以提倡给老人让
座，并不是因为其“老”，而是因
为老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弱
者。年纪大小本不应该是被让
座的理由，在有限的座位面前，
给“更有需要的人”让座，才能
唤起人们心中的理解和温情。

其实，让座本身就是一种美
德，不管是谁给谁让座，都值得
赞赏和推崇。一个身体硬朗的
老人，完全可以给体弱或疲惫的
年轻人让座，而被让座者也无需
承担道德压力。无论是老人让
年轻人，还是年轻人让老人，都
让我们感受到了关爱、体谅的谦
让之美，这和“尊老爱幼”一样，
都是令人暖心的美德。

换位思考，多点理解和包
容，“让座”才能变为良性互
动。虽然该老人提示“勿需让
座”，但年轻人并不会忘记自己
的责任和担当，在面对弱者时，
也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和支
持。不可否认，的确有故意不
让座的年轻人，也有粗暴要座
的老人，但道德问题应该用道
德来唤醒，“勿需让座”带来的
感动和温暖，无疑让不谦让者
自惭形秽。这让我们相信，只
要相互体谅相互尊重，“让座”
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近日，有辽宁大连网友
在微博上发布一组图片，照
片中一位老人佩戴着一块
LED胸牌搭乘地铁，胸牌
上写着“勿需让座”。

对此，很多网友表示
感动，称老人刘增盛为“硬
核大爷”，大连地铁也对老
人进行了奖励。但也有网
友对此产生了质疑，认为
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会产
生负面社会效应。

■ 李萌

■ 曹改青

随着“第一批90后已经脱发”的话题成为微
博热搜，脱发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卫
健委主管的中国健康与教育协会发布的脱发人
群调查显示，在 2.5 亿中国脱发人群中，20 岁到
40 岁之间的人占据着较大比例，年轻的脱发患
者正成为各路治疗机构的“围猎目标”。相关调
研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植发行业的营业额已
达到92亿元人民币。（7月1日《新京报》）

庞大的市场，说明植发有着巨大的需求，这
为非法治疗和培训机构提供了生财之道。一些
治疗机构看到商机，无视法规和消费者健康安
全，不仅浑水摸鱼，还公然开班授徒，甚至利用
网络医托招揽生意，对消费者造成误导，这种乱
象严重危害行业健康，也危害消费者安全。对
这种乱象，应加强监管和治理。也就是说，植发
行业需要先植入监管。

头发对人影响很大，当前，随着脱发年轻
化，很多人对脱发充满焦虑，不加甄别病急乱投
医，给一些非法机构以可乘之机。比如，一些治
疗机构不具备从业资质，却开展植发业务；一些
所谓的医师没有执业资格，没有从业经历，缺
乏专业技术，却敢上岗做手术。甚至一些没有
医师资格的人都可以担任老师，开班授课，“三
天速成”培训后，直接让学员在人头顶上“实践
教学”。

究其原因，植发行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毕竟
属于新兴行业，相关行业标准、技术规范还不完
善，再加上监管的滞后，导致一些人乘虚而入、
乱象丛生。

因此，当务之急，必须及早提高准入门槛，
加强资质管理。植发虽然只是微创手术，但是
对专业技术、设备安全和医疗环境都有着严格
要求。如果对头部神经和血管不了解，麻药和
消毒不过关，轻者容易造成毛囊损伤，重者可能
导致患者呕吐、晕厥甚至死亡。可以说，植发手
术是关乎生命安全的行业。因此，应建立相关
的监管机制和行业规范，建章立制确保植发行
业健康发展。同时，对于非法经营机构，应依照
相关法律从严打击，提升违法成本，让其不敢胡
作非为。

当然，消费者在选择时，也要擦亮眼睛，选
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千万不能因为急于求成，掉
进非法经营机构设计的陷阱。

植发行业亟需植入监管■ 韩慧

“勿需让座”：当心道德绑架

图/陈元才

大连的刘增盛老人挂胸
牌声明“勿需让座”，坚持把座
位留给更需要的人，这种自律
在一些倚老卖老、强行索座的
老年人当中堪称“清流”，获得
网友们“爆灯”点赞也是自然
而然的事。然而，对于这种自
律，笔者却有不同看法，对于
当地公交公司对其奖励的做
法，笔者更无法认同。

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
更有需要的人，是值得弘扬
的“公交伦理”。刘增盛老人
拒绝别人的让座，其实是让
座的另一种形式，体现了一
位长者对后辈的关爱。从主
观上看，老人的行为是善意
的，是一种自律行为。然而，
刘增盛老人显然低估了他的
行为的“溢出性”。这种自律
以挂胸牌的形式出现，客观
上会形成一种影响，那就是
给 他 人 带 来 了 道 德 上 的 尴
尬。试想，公交车上站在刘
增盛身边的老年人，如果需
要 别 人 让 座 ，那 他 怎 么 办 ？
要，还是不要？要是有人接
受了别人的让座，会不会坐
立难安？所以，挂牌声明“勿
需让座”，可能会将真正需要
让座的人置于两难境地。

另一方面，公交公司为鼓
励刘增盛老人“为人着想、自
立自强”的精神，向他赠送四
周年纪念卡的做法，更值得商
榷。如果说拒绝别人的让座
是为人着想、自立自强，那么
需要别人让座就是给人添堵，
不自立自强了吗？这种做法
的荒谬显而易见。将刘增盛
老人个人的自律置于道德高
地进行褒扬，放大影响，有对
其他人进行“道德绑架”的嫌
疑。对“勿需让座”老人，我们
应该点赞，但也不应干扰我们
的判断，认为每一位老人都应
有这样的“道德自觉”。更何
况，这种“道德自觉”并不需人
人具备，有则欣然，无则无妨。
而且，公开褒扬这种“勿需让
座”行为，客观上会传达一种无
需给老人让座的错误导向，不
利于公共道德的涵养。

因此，对于公交公司鼓励
刘增盛老人“勿需让座”一事，
千万别误读为老年人并不需要
让座。让座虽然不是义务，但
任何时候都是美德，仍需要弘
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需
要的人让个座，应当成为更多
人的文明自觉。让座这回事，
有还是比没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