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通集团总裁汤玉祥：

加快智能驾驶在相关领域落地应用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生态正加快重塑，智能化将成为未来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支持企业拓展“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汤玉祥就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环卫领域建立示范工程提出建议称，智能驾驶在城市公交和环卫车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已具备推广应用的基础，可加快落地实施。

智能驾驶迎新机遇

汤玉祥认为，智能驾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过程中出现的精彩篇章，也是世界新一轮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之一。 发展智能驾驶，对于促进国家科技、经济、社会、生活、安全及综合国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目前技术发展来看，智能驾驶在城市公交和环卫车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已具备推广应用的基础，可加快落地实施。 此举既符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需求，也符合民生工程和暖心工程建设需求，有效增强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

汤玉祥建议，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环卫领域落地实施，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智能驾驶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引领我国汽车工业在新一轮世界产业变革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有助于提升交通效率，减少城市拥堵，增强交通安全性；同时还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污染，降低劳动强度，为城市环卫工作效率及持续性发展提供帮助。

多方面促进加速落地

虽然推动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环卫领域示范应用前景可期、价值显著，但企业在推动的过程中仍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

首先，面向示范运营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无法有效拉动智能驾驶在BRT快速公交的示范应用。 其次，智能驾驶BRT快速公交和新能源智能驾驶环卫车系统整体成本偏高，示范应用资金投入巨大，仅靠企业推行难以落地见效。 再次，缺少面向智能驾驶汽车示范运营的保险法规。

针对当前现状，汤玉祥给出以下四个方面建议：

一是建议明确示范运营城市及示范区域，提供示范运营政策支持。 依托新型城镇化和智能化道路交通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建立智能公交与车路协同技术应用示范线路，分阶段开展智能公交与车路协同示范运营，制定示范应用推广计划，逐年扩大智能网联公交车示范区域和应用数量。

二是鼓励开展新能源智能驾驶环卫车示范应用，制定相关采购要求，逐年提高新能源智能驾驶环卫车的示范应用比例，不断扩大示范应用规模，以示范应用带动产业发展。

三是建议修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覆盖范围，将智能驾驶车辆纳入保险承保范围，明确保险对象、承保金额、事故责任划分标准、免责条件、赔偿标准等，支持智能驾驶汽车开展示范运营。

四是建议重点扶持一批具有优秀的智能驾驶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人才专项配套政策，引导行业人才向重点企业聚拢，构建“智慧”高地，快速突破智能驾驶关键技术，提升我国智能驾驶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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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

研究2020年后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杨洁

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日前

在上海代表团全团会议上建议，政府应尽快研

究制定2020年以后的新能源汽车系统性支持

政策。 建议将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车船税

等现行优惠政策延续至2025年以后。 建议出

台相关指导意见，引导国内限牌、限行城市，对

新能源汽车继续实施“不限牌、不限行” 等政

策，这既不额外增加财政支出，又起到了鼓励

新能源汽车消费的作用。

此外，陈虹还建议政府要加大充电桩等基

础设施建设，满足充电运营企业的需求，降低

企业成本，降低用户费用，解决用户充电难充

电贵的问题。 燃料电池产业要加快发展，建议

设立国家专项支持资金，攻克技术难关，鼓励

公众购买燃料电池汽车。

陈虹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新能源汽

车，让大家很振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

新能源汽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8年，国内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已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40%，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新能

源汽车市场。 上汽去年的销量超过14万辆。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需要从企业‘主动作

为’与政府‘支持鼓励’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来保

障和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

陈虹说。企业要不断创造满足用户需求，政府要优

化政策供给，优化良好发展环境：企业创新产品与

服务，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政府优化

政策供给，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

加快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移动生活价值创造者转型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3

月8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

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数字化等新趋势

推动着汽车产品乃至整个生产制造方式的进

化。广汽集团正在通过对外开放合作，对内协

同创新，持续推进“四化” 突破，加快企业从

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移动生活价值创造者的

转型。

曾庆洪表示，目前广汽集团自主研发经费

投入累计已接近210亿元，通过产学研和自主

研发等多手段相结合， 积极培育三电核心技

术，尤其在电池技术方面已实现重点突破。

在智能网联领域，2018年4月，广汽集团获

得重庆市首批自动驾驶测试车辆牌照。 推出的

广汽传祺GS4、GS5和GE3� 530和广汽新能源

Aion� S,搭载了与腾讯合作开发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出行方案———“祺云概念”智联系统。2020

年广汽集团将实现L3级高速公路自动驾驶。

曾庆洪称， 未来广汽集团还将在资金投

入、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不断强化，对自主创

新、关键技术的突破提供强有力支持。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方面，曾庆洪表示，粤

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 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广汽集团，

将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环境、条件和

产业基础，做好人才引进和招商引资，实现广

汽新人才聚集，推动新一轮发展。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龙头企业，

广汽集团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

助力打造大湾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推广示

范应用基地。 2019年1月31日，广汽集团审议

通过了《关于移动出行项目的议案》，同意在

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移动出行

项目。 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通过成立移动出

行项目公司，为广东省、香港、澳门等地人员的

移动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同时，广汽集团加强

了与大湾区内高科技企业如腾讯、 华为等公

司的合作，并不断寻求新伙伴，携手构建跨界

融合的汽车生态圈， 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的研发和应用。 广汽集团旗下汽车金

融、汽车保险、融资租赁、资金管理等公司在大

湾区产融结合方面也可发挥积极作用。

江淮汽车高级工程师周福庚：

加大新能源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扶持力度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全国人大代表、 江淮汽车高级工程师周福庚在

《关于加大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扶持力度的建

议》中提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基础性研究、前瞻

技术研究、电动化平台、产业链整体水平等方面与国际

先进企业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核心技术突破、全新平台构建、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关

键时期，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汽车强国战略，

应加大新能源汽车研发平台及产业集群建设力度。

周福庚建议，首先，应聚焦产业发展方向，实施新

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工程，推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及产

业化。 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新

四化” 发展方向，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工程。 围

绕整车及产业核心系统， 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

国家通过项目专项资金扶持，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核心

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其次，统筹产业体系建设，加大先进技术引进与

消化，打造国际化水准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围绕

动力电池、燃料电池、智能网联、电驱动、汽车电子等

领域，引进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企业

或相关技术，通过产学研合作，着力推进关键技术成

果转化。 以新能源汽车整车重点企业为龙头，打造具

有国际化水准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再次，优化补贴资金拨付方式，完善产业投融资

体系，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加快已申报补贴资金的拨

付进度，同时采取补贴资金预拨付方式，减少补贴资

金占用所带来的资金压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

业务创新推动“银政企保”合作，建立政府引导、多方

参与、市场化运作的企业信贷风险分担机制。 设立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加快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

此外，周福庚在《关于全面推动城市公交电动化

进程的建议》中提出，各省市应根据各区域具体实际

情况，合理制定“城市公交电动化实施计划” ，力争到

2022年实现公共交通全面电动化。 周福庚表示，顺利

全面实施公交电动化的关键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协

同，应创新公交运营和公共充电模式建设等商业模式，

通过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 国补政策从现在补贴车辆

向补贴充电设施转变， 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充电站

建设、合力加快电动公交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推广。

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

提升品牌是中国汽车产业

当务之急

□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康曦

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日前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

业，中国汽车工业经过多年发展，产业规模已跃居世界

第一。中国车企虽然已建立了体系、品质、服务的全方位

能力，但在外资品牌多年来的策划资源、广告舆论攻势

下，中国品牌汽车“廉价、低端” 的负价值认知依然存

在，推动品牌向上已成中国汽车产业的当务之急。

面对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朱华荣呼吁：发挥重量级媒体平台功能，引导对中国

品牌更多的认知，助推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向上，塑造

良好的品牌形象；完善网络管理机制，共塑一个健康

的汽车行业舆论环境等。

品牌向上，是提升中国自有汽车品牌溢价能力的

砝码，智能化是助推车企品牌向上的一条快车道。 智

能网联汽车不仅会拉动整个汽车工业的进步，还将协

同大数据、人工智能、通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共同发

展，为我国带来汽车产业品牌向上的战略机遇。 积极

发展智能网联汽车， 成为推动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实

现我国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的关键路径。

针对当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过程中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与车联网发展缺少协调和统筹、 车联网发展

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朱华荣提出建议：完善适用于智

慧交通的道路设施规范，统一标准，并严格执行；依托

现有移动通信网络， 开展车用无线通信专用频谱使用

许可研究，建设覆盖全国的车用无线通信网络，形成标

准；积极引导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加大对国家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发展平台等公共平台的支持力度， 推动智

能网联汽车基础共性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等。

中通客车董事长李树朋：

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

□

本报记者 康书伟

全国人大代表、中通客车董事长李树朋

就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提出建议。李树

朋表示，一是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建议

出台加快加氢站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扶持

政策，在土地规划、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 截至2018年底，全国仅有加氢站20

多座，严重制约了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的

进程。

二是调整产业政策推动示范运营。 按照

新能源汽车推广扶持政策规定， 到2020年，

纯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将退

出。 建议保留对燃料电池汽车的购置税减免

及购置补贴， 提高运营企业推广运营氢燃料

电池汽车的积极性， 助推氢燃料电池汽车加

速产业化。

三是建立完善技术协同创新体系。 建议

政府指定主管部门， 整合科研机构、 高校院

所、整车企业、零部件产业、汽车运营企业等

多方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协同推进氢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李树朋表示， 我国对发展氢燃料电池汽

车高度重视， 出台了系列政策鼓励发展氢燃

料电池汽车，2017年印发的 《汽车产业中长

期发展规划》明确强调，氢燃料电池汽车技

术是下一代新能源核心技术攻关的重点之

一。 2018年，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等多省市

已经相继发布了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规划，

多个城市也开始了氢燃料电池车辆的商业化

运营。

李树朋也指出， 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还

面临着诸多难题：加氢基础设施不完善；整车

购置成本及运营成本较高； 法律法规及标准

不健全等。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氢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化的进程。

宇通集团总裁汤玉祥：

加快智能驾驶在相关领域落地应用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生态正加快重塑，智能化将成为未来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也明确提出：支持企业拓展“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汤玉祥就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环卫领域建立示范工程提出建议称， 智能驾驶在城市公交和

环卫车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已具备推广应用的基础，可加快落地实施。

智能驾驶迎新机遇

汤玉祥认为，智能驾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

能时代过程中出现的精彩篇章，也是世界新一

轮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之一。发展智

能驾驶，对于促进国家科技、经济、社会、生活、

安全及综合国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目前技术发展来看， 智能驾驶在城市

公交和环卫车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已具备推

广应用的基础，可加快落地实施。此举既符合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的战略需求， 也符合民生工程和暖心工程建

设需求，有效增强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

汤玉祥建议， 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

公交和环卫领域落地实施， 不仅有助于促进

我国智能驾驶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引领我国

汽车工业在新一轮世界产业变革中占据优势

地位；而且有助于提升交通效率，减少城市拥

堵，增强交通安全性；同时还有助于改善城市

环境污染，降低劳动强度，为城市环卫工作效

率及持续性发展提供帮助。

多方面促进加速落地

虽然推动加快智能驾驶在城市快速公交

和环卫领域示范应用前景可期、 价值显著，但

企业在推动的过程中仍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

首先， 面向示范运营的政策支持力度不

够， 无法有效拉动智能驾驶在BRT快速公交

的示范应用。其次，智能驾驶BRT快速公交和

新能源智能驾驶环卫车系统整体成本偏高，

示范应用资金投入巨大， 仅靠企业推行难以

落地见效。再次，缺少面向智能驾驶汽车示范

运营的保险法规。

针对当前现状， 汤玉祥给出以下四个方

面建议：

一是建议明确示范运营城市及示范区

域，提供示范运营政策支持。依托新型城镇化

和智能化道路交通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建

立智能公交与车路协同技术应用示范线路，

分阶段开展智能公交与车路协同示范运营，

制定示范应用推广计划， 逐年扩大智能网联

公交车示范区域和应用数量。

二是鼓励开展新能源智能驾驶环卫车示

范应用，制定相关采购要求，逐年提高新能源

智能驾驶环卫车的示范应用比例， 不断扩大

示范应用规模，以示范应用带动产业发展。

三是建议修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 覆盖范围，将智能驾驶车辆纳入保

险承保范围，明确保险对象、承保金额、事故

责任划分标准、免责条件、赔偿标准等，支持

智能驾驶汽车开展示范运营。

四是建议重点扶持一批具有优秀的智能

驾驶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 鼓励地方政府设

立人才专项配套政策， 引导行业人才向重点

企业聚拢，构建“智慧” 高地，快速突破智能

驾驶关键技术，提升我国智能驾驶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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