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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乘联会的零售数据看，1-
4 月 新 能 源 乘 用 车 国 内 零 售
135.2 万辆，同比增长 126%。4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28.0万辆，同比增长50.1%，但环
比下降 38.5%，环比下降幅度异
常，新能源车发展同样受到当前
疫情影响。虽然4月低迷，但目
前年累增速没有出现高位的快
速回落。由于购车补贴调整的
因素，因此调整后的新能源车市
场没有明显的需求变化。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认为，8000 元/辆的
新能源车补贴政策对市场能起
到有效的拉动作用。但由于目
前新能源车供不应求，因此对市
场的增长作用预期效果一般。
但是，对于销量低迷的高端新能
源车来说，补贴政策对其推动作
用会比较明显。崔东树认为，推
动汽车消费，除了补贴外，宽松
的购车消费环境如改善限购等
会更为有效。

同时，崔东树分析，新能源
车市场销量尚未受到车型涨价
的影响，涨价前市场需求火爆，
订单充足。4月，新能源车与传
统燃油车环比走势都受到生产
影响，新能源车供不应求加剧导
致未交付订单拖期严重。私家
车出行拉动的新能源车强势增
长，家庭第二辆车的安全出行意
义重大，呼应了城镇居民在短途
出行中对新能源车型的进一步
认可和适应。

今年 6 月 3 日-6 月 5 日
为端午节假期。虽然截至发
稿，广东实现全省疫情本土
零新增，但仍建议市民谨慎
出行，享受本地过节气氛，合
理安排出行方式和时间，避
免聚集。

线下游方面，驴妈妈《端
午假期出游报告》显示，去年
端午假期，近六成游客选择

“3 小时”范围内目的地，主要
以高铁或自驾方式出行。这
样的趋势在广东更为明显。

其中，广东省内红色游、
南粤古驿道游热度较高。梅
州 大 埔 县 三 河 坝 战 役 纪 念
园、红色交通线、南方工委旧
址、蕉岭县革命历史纪念馆、
三山蓝坊肚战斗纪念园，以
及韶关市南雄珠玑巷、梅关
古道景区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去处。

另外，参观参与各地广
泛开展的端午民俗活动也是
不错的选择。

例如，去年年底广州项
目端午节（车陂龙舟景）入选

第八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广州扒
龙舟习俗（每年农历四月至
五月期间）主要包括有起龙、
采青、趁景、斗标、吃龙船饭、
送龙等，主要在广州天河、荔
湾、海珠等地流传。

在东莞，龙舟月是影响
面广、参加人数最多的文化
体育及民俗活动。从每年的
农历五月初一开始，东莞市
水乡片及东江沿岸地区，根
据当地潮汐大小，定出各自
龙舟景观的日子。

线上方面，去年展览、剧
场纷纷上“云”。目前还未见
今年有端午线上文旅活动，
届时可以期待有云产品陪伴
市民足不出户享受艺术。

此外，根据《重大节假日
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
案》安排，高速公路对小型客
车（7 座 以 下 含 7 座 载 客 车
辆）免费的节日有春节、清明
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端
午节高速公路不享受免费通
行政策，车辆通行正常收费。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
道：5 月 17 日，由航空工业自主
研制的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

“吉祥鸟”AC313A 在江西景德
镇吕蒙机场成功首飞，标志着我
国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建设
取得新进展，再添新利器。该机
8时 55分起飞，9时 17分降落，
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首飞后，
AC313A 直升机研制工作从试
制阶段转入试飞阶段，按计划将
在“十四五”期间完成适航取证，
并交付用户。

AC313A 直升机是航空工
业为满足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需要而研制的一款重要
装备。

AC313A 是在 AC313 基础
上研制的一款13吨级大型多用
途民用直升机。该型机全面采
用MBD三维设计技术，整机外
形优美流畅，整体风格稳重大

气，宽体机身结构具有更大的使
用空间。AC313A 换装新型发
动机，提升了传动系统功率和寿
命可靠性，升级了机电、航电、飞
控、操纵等系统，增装健康监测
系统（HUMS）、旋翼防除冰等机
载设备，最大外吊挂起飞重量
13.8 吨，洒水能力 5 吨，可运输
28名乘员。

AC313A 直升机具备目视
和仪表飞行能力，可满足高原、
高温、高寒等复杂地区和气候环
境的使用要求。AC313A 直升
机瞄准了我国当前航空应急救
援装备中的薄弱环节，通过配装
搜索灯、消防吊桶、电动绞车、空
中广播等任务设备，具备突出的
执行消防灭火、搜索救援的任务
能力；通过改进设计，该型机具
备优异的高原性能，可以有效地
弥补我国西藏等高原地区应急
救援和物资运输需求的缺口。

“吉祥鸟”AC313A直升机
首飞成功

标志着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
建设取得新进展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
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家电下乡，推动品牌
消费、品质消费进农村。同时强
调，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
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逐步增加
汽车增量指标数量、放宽购车人
员资格限制。

与此同时，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进一步促进
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在
省内购买以旧换新推广车型将
给予补贴，其中，报废旧车，购买
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10000 元/
辆、购买燃油汽车的补贴 5000
元/辆；转出旧车，购买新能源汽
车的补贴8000元/辆、购买燃油
汽车的补贴3000元/辆。

继国家层面、省级的政策和
意见陆续出台，广东省各地市也
快速响应，相继推出基于各市情
况的利好政策。5月 6日，广州
市工信局发布《广州市支持汽车
及核心零部件产业稳链补链强
链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措施》提出将对 2023 年 1 月 1
日前在市内购买车型范围内新
能源汽车的个人消费者，给予1
万元/辆补贴。

在深圳，除了增加1万个购
车指标外，各区也各自跟进并出
台购车补贴政策，各区的购车补
贴可叠加省市级奖励。其中，在
每辆新车的区级最高补贴方面，
宝安区最高补贴可达1.66万元，
龙华区最高补贴可达2万元，光
明区最高补贴可达 1.8 万元，福
田区最高补贴可达1.5万元。

稳企纾困“及时雨”成效如
何？在位于黄埔大道的广汽丰
田4S店，门店销售组长黎望“五
一”假期一直在忙碌地向客人介
绍车款和一些补贴政策。黎望
告诉记者，补贴刺激了一些车市
消费复苏，不少顾客就是冲着补
贴来的，门店在五一期间的客流
有明显增加，汽车销量也有一些
增加。

正在准备换车的广州市民
孙女士告诉记者，她有了解到一
些新能源车的购车补贴，因居住
的小区没有配备新能源车的充

电桩，暂时还在迟疑当中。“小区
里没有配充电桩的话，购入新能
源车可能不太方便，希望除了出
台补贴政策以外，能够在充电桩
这种新能源车服务设施更完善
一些。”孙女士说。

而 90后罗先生购车时也对
充电配套问题产生较久的疑
虑。罗先生告诉记者，在新能源
汽车和燃油汽车之间比较权衡
后，最终在今年4月选购入了一
辆燃油车。“虽然新能源车的补
贴幅度比较大，考虑到充电等新
能源车配套服务问题，就改变了

最初准备购买新能源车的想
法。”罗先生说。

广汽埃安时利和体验中心
市场经理叶沛昕向记者表示，今
年5月以来，每天到店看车的客
流多了四五批，大部分到店顾客
都是来看新能源车的，也多少了
解一些最近出台的补贴政策，从
汽车消费的成交量上来看，确实
有一定的增幅，但增幅并不是很
明显。“后续如果能继续保持补
贴政策，在汽车充电、路桥费、停
车费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可能
会帮助更大。”叶沛昕说。

车市成交有待提振

多地频出利好政策

购买车型范围内新能源汽车，每辆可领1万元补贴

广东频出招促汽车消费
市场有待释放更多潜力

今年以来，广东多地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全国多地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汽车消
费稳健发展、提质升级。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
求，广东省在原有基础上大幅增加了购车指
标，其中，广州在5至 6月期间增加3万
个购车指标、深圳增加1万个购车指

标。政策利好之下，汽车市场出
现了哪些反响？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张超 刘佳宁

专家 宽松购车消费环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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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上午，AC313A 直升机首飞 航空工业供图

汽车总装车间 图/视觉中国

在珠江新城，坐上无人车欣
赏珠江两岸的风景；在官洲生物
岛，无人驾驶小巴提供定点接驳
服务；在广州南沙，道路两旁已
经开始有无人驾驶环卫车在洒
水降尘、喷洒消杀……这是在广
州能够看到的部分关于无人驾
驶的落地应用。近年来，广州各
领域自动驾驶的发展日新月异，
而市民对此的接受程度却深浅
不一，究竟是要“老司机”还是要
自动驾驶，你怎么看？

北上广深布局早
探索深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以
来，全国已经有超过 30 个省市
发布智能网联车辆路测及示范
运营管理细则。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落地最快，探索最深入。

其中，北京以智能网联汽车
政策先行区作为桥头堡，2021年
11月，根据相关政策，Robotaxi
运营商可以在试点区域有偿提
供服务。2022年4月，政策进一
步升级，允许 Robotaxi 车辆在
商业化运营时“主驾无安全员，
副驾有安全员”，意味着乘用车
无人化运营商业探索更进一步。

上海方面则通过立法管理
智能网联车辆。2021 年 12 月，
上海通过《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与应用管理办法》，并于
2022 年正式实施。管理办法要
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
用活动，应当根据有关技术标准
要求,配备相应的测试安全员或
者驾驶人。目前，上海累计开放
615条、1289.83km测试道路，可
测试场景达到12000个。

深圳方面则在监管政策中首
先提出“允许车辆无安全员”，可以
进行远程监控。2021年3月发布
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
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智能
网联汽车开展道路测试或者示范
应用，应当按规定配备驾驶人。

广州对 Robotaxi
商业探索最丰富

记者梳理发现，与其他城市
相比，广州对 Robotaxi 商业模
式探索最为丰富，还尝试将其与
网约车、出租车混合管理。其中
的 关 键 节 点 有 两 个 ：一 个 是
2021年2月，文远知行正式获得
了广州网约车运营许可，这是中
国第一家拥有开展网约车业务
资质的自动驾驶企业；另一个则
是 2022 年 4 月，小马智行宣布
中标广州市南沙区2022年出租
车 运 力 指 标 ，这 意 味 着 Ro-
botaxi 的运营被正式纳入为一
般车辆的运输经营与管理范畴
内，按照国家统一出租车规范管
理，这对于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而
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根据广州市此前发布的《在
不同混行环境下开展智能网联

汽车（自动驾驶）应用示范运营
的工作方案》，到 2025 年，广州
将分五个阶段完成不同混行比
例、车路协同不同参与度以及多
种新型出行服务的多维度、综合
性、大规模城市交通试验，建立
起相适应的政策管理体系。

根据规划，到第五阶段，也
就是2025年，在混行试点区域，
自动驾驶车辆导入率大于 40%
且不大于50%的，或者自动驾驶
车辆投放量大于5000台且不超
过 1 万台。不完全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广州已累计向文
远知行、小马智行、百度、广汽集
团、滴滴等 10 家测试主体旗下
127 台智能网联汽车发放测试
通知书，其中包括模拟商业运营
的载客测试牌照 31 张，远程测
试牌照11张。

值得一提的是，百度智能驾
驶事业群副总裁、首席安全运营
官魏东此前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北上广深一线城
市对于自动驾驶的积极性和开
放态度、程度都基本上接近，今
年年底或者明年，我相信北上广
深都会实现商业化。”

超半数市民不接
受无人驾驶载人

不过，即便无人驾驶这种新
鲜事物近些年已经在各大城市
开展常态化路测，商业化的呼声
也越来越响，但是广大市民对此
的接受程度却仍然不高。近日，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了
专项民调，通过电话随机访问了
800位广州市民后发现，多数受
访者接受无人驾驶技术用于物
流配送方面；但多数受访者表示
不接受无人驾驶载人出行。

调查显示，“用于园区、小区
等特定范围里的快递物流配送”
和“广泛用于快递物流配送”这
两方面的受访市民接受比例分
别为61%和60%，而选择不接受
的比例在 25%左右。但是对于
无人驾驶汽车用于载人出行方
面的，广州市民的接受度相对较
低，主流态度均是不接受，比例
分别为54%和58%。

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是科技发
展进步大势所趋，在目前接受度
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市民相当支
持政府对无人驾驶汽车的立法监
管。超九成的受访市民认为政府
有必要对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提前
立法、加强监管，比例高达92%，
而认为没必要的仅有3%。

据悉，政府出台的现有法规
中，在无人驾驶汽车道路测试管
理方面进行了规范和指导；但对
于无人驾驶汽车真正上路行驶
过程中，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和侵
权责任归属问题或者由此产生
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等，国内只
有个别地区发布了相关的试行
细则，绝大部分地区仍缺少有效
的法律法规监管。

“老司机”和自动驾驶
你怎么选

广州正深入探索Robotaxi商业化模式
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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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胡彦

河源万绿湖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博物馆展览的列车
广州铁路博物馆供图

外景外景 广州铁路博物馆供图广州铁路博物馆供图

“端午”假期快到了，你想好怎
么玩了吗？乘坐高铁出游或不失为
一种好选择。

日前，赣州至深圳的铁路旅行
时间由以前 7小时左右缩短至 2小
时内，南昌经赣州到深圳则由以前
的 9.5 小时左右缩短至 3.5 小时左
右。广州居民可以直接在广州东站
搭乘动车前往赣州，最快仅需 2 小
时 48 分，到河源则仅需 1 小时 48
分。“朝叹一盅两件，晏摘赣南脐橙”
已走进现实。

旅行上的便利，让不少大湾区
游客趁着周末到河源游玩。河源是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中国绿色明
珠之称，拥有广东文化名城——佗
城、孙中山入粤第一代祖居紫金孙
屋排、岭南第一大湖——万绿湖、

“粤东丹霞山”“粤东小桂林”——连
平内莞山水、“地下龙宫”——漳溪
黄龙岩、新丰江国家森林公园等自
然人文景观。其中，万绿湖位于河
源市东源县境内，因处处是绿、四季
皆绿而得名，被誉为地球北回归线

“沙漠腰带的东三奇”之一，是国家
AAAA级旅游区，也是广东省环境
教育基地。

“赣深高铁开通后，前来观光和
投资的外地游客明显增多了，其中，
有20%以上的游客来自大湾区。”万
绿湖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
桂花告诉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赣深高铁沿线
除了景区美，其车站本身也设计得
独出心裁。比如，惠州北站以“山水
之城、惠民之州”为设计理念，整体
造型像是缓缓打开的大门，向游客
报以温暖的微笑；在以方正为主流
的设计理念中，博罗北站的屋盖像
极了“两撇胡子”，这种延续传统的
设计同样显得格外吸睛……

就近逛一逛华南最大的铁路博
物馆——广州铁路博物馆也极好。

在那里，你可以通过一件件老物件
感受百年历史的厚重，从而读懂铁
路的深沉韵味。

广州铁路博物馆位于珠江之
芯、白鹅潭畔，矗立在百年老站黄沙
站的原址上，于今日正式对外开放。

广州铁路博物馆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何镜堂团队负责改造设计，占地
面积28950平方米，是华南地区最大
的铁路博物馆。其中室外面积18489
平方米、室内面积10461平方米，分两
个室内展馆和一个露天展区。

两个展馆都是以前的车站旧货
仓，属于广州市历史建筑“粤汉铁路
黄沙车站旧址”。而露天展区主要
展示部分机车、车辆、线路、信号等
铁路设备。

室内展馆集陈列、收藏、展示、
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现藏有历
史文物和老物件4000余件，其中展
示 1390件，镇馆之宝——“飞轮”路
徽也在其中。另外，还有粤汉铁路
的界碑和股票、百年钢枕和钢轨等，
以及陈列着的11种动车组模型。

在露天展区中，有建设型蒸汽
机车、YZ22 型绿皮硬座车厢、铁路
道口、42米窄轨铁路长廊、铺满列车
方向牌的展示墙等。

博物馆建于市区中心，紧邻广
州著名景点沙面，交通十分便捷。

自 5 月 19 日起，广州铁路博物
馆实行预约参观。参观的个人或团
体观众可登录“广州铁路”微信公众
号或“广铁U彩”微信小程序，进入
预约界面办理预约。广州铁路博物
馆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9:00-
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16:00
后停止进馆）。

现状

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