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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刘开雄 毛振华

孙 飞 汪奥娜

“砸钱”！“联姻”！进入 9 月，
车企、互联网企业、资本争相涌入
智能汽车市场，跨界合作频频进入
公众视野。

有研究机构预计，2020 年我
国智能汽车市场规模为 600 亿元。
智能汽车将对整个汽车产业产生何
种影响？无人驾驶何时从科幻变成
现实？

车企、互联网企业、资
本争相入场

9 月 20 日 ， 百 度 宣 布 升 级
Apollo智能汽车开放平台，分三年
投入 100 亿元，完成超过 100 家项
目的投资，建设Apollo系统的生态
圈。

9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
升级操作系统战略，发布全新的
AliOS 品牌，并提出“携手斑马网
络和更多汽车全产业链的合作伙
伴，共同推动汽车行业的智能化转
型”。

与此同时，车企与互联网企业
争相“联姻”：上汽携手阿里巴巴
开发互联网汽车；车和家与华晨汽

车集团合作研制智能家庭汽车；广
汽集团与腾讯联手发力多个汽车智
能领域；百度则与江淮汽车、奇瑞
等开展合作；华为牵手东风汽车目
标“智慧汽车”……此外，各大创
投资本、股权私募也争相入场。中
国智能汽车产业正在以产业联姻、
跨界融合的态势快速发展。

“借力打力”，这是一位资深投
资人对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概
括。“智能汽车本身就是跨界新生
事物。单干谁都不行，跨界融合能
产生集聚效应，这也是中国智能汽
车发展的特色。”他说。

企业投入热情的背后是国家战
略。6月12日，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创新联盟成立，行业协会、车
企、互联网企业、科研院所参与其
中。9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表
示，我国已启动国家智能汽车创新
发展战略起草工作，将明确未来一
个时期智能汽车发展的战略方向、
发展目标、主要路径、重点任务、
保障措施，并在战略中提出近期行
动计划，确保尽早启动、有序实
施。

智能汽车到底有多能
耐？像使用傻瓜相机一样？

今年 7 月，百度 CEO 李彦宏

一段乘坐无人驾驶汽车的视频，让
无人驾驶汽车走上风口浪尖。一时
间，无人驾驶、智能汽车从行业热
词变成全民热点。

到底什么是智能汽车？“向左
打满轮，倒，倒……”对于很多新
司机来说，倒车造成的心理阴影面
积实在超大。而智能汽车“傻瓜”
级的自动泊车系统，将彻底解除新
手的精神压力。

事实上，未来的汽车驾驭者可
以像使用傻瓜相机一样，通过主动
刹车系统、自动定速巡航、车道偏
离 提 醒 、 自 带 Wifi 等 技 术 ， 安
全、便利、舒适地驾驭车辆。

“智能化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
个必然趋势。”比亚迪方面表示，
智能汽车的开发在多年前已开始，
国际上将智能汽车从驾驶辅助到完
全自动驾驶分为五个层级，包括
ACC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LDW
车道偏离警示系统等在内，属于智
能汽车的范畴。

无人驾驶汽车何时能
上路？

多位车企负责人表示，目前优
先提高现有车辆智能化水平，同时
开展无人驾驶汽车集成化研发，真
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样车，估计到

2020年才能拿出。
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还有诸多配

套因素需要考虑。
——安全性。2016年 5月，在

美国发生一起特斯拉驾驶员在使用
自动驾驶功能时遭遇事故死亡的案
例。尽管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
理局在今年初公布调查结果称，未
检测到特斯拉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与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存在设计与表现
缺陷，但这给无人驾驶蒙上了一层
阴影。

——便利性。公众关心无人驾
驶汽车是否能改变城市交通拥堵的
情况，无人驾驶汽车过度依赖互联
网和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在城市公
共 Wifi 仍未普及的情况下，无人
驾驶行吗？

——合法性。李彦宏的“自驾
之旅”，引发了无人驾驶是否违反
交通规则的争议。有车企表示，要
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目前面临的
问题不少，如国内的复杂路况、相
关法规的缺失以及检测机构不权威
等。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汽车业
务部总经理刘俊峰认为，随着汽车
智能技术的成熟，交通法律法规会
进一步完善,道路规划建设水平、
车主素质等也会相应提升，汽车无
人驾驶的时代一定会来临。

车企、互联网巨头涌入智能汽车市场

无人驾驶汽车何时能上路？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惠晓霜 王逸君

王雅晨 胡若愚

美国和土耳其 8日先后宣布暂
停向对方公民发放非移民签证，自
去年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龃龉不断
的两国关系再起风波。

伴随美土关系走冷，土耳其与
俄罗斯重新热络，在外交、军事、
能源等多方面相互呼应。中东地区
美俄角力的棋局发生微妙变化。

互停非移民签证

美国驻土使馆当天首先宣布，
“最近一系列事件”迫使美方重新
评估土耳其对美外交人员的安保，
为最大限度减少美使馆、领事馆访
客人数，即日起暂停向土耳其公民
发放非移民签证，包括旅游、商
务、就医、工作、留学、外交、公
务签证。

土耳其驻美使馆随即还以颜
色，发布一份措辞一模一样的声
明，宣布驻美使领馆对美国公民立
即停止“全部”签证发放业务，包
括电子签证和落地签证。

两方都没有说明“一系列事
件”具体所指。不过，土耳其 4日
逮捕美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一名土
耳其籍雇员，指控他是未遂政变

“主谋”、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的
支持者。美方称这一做法“损害和
贬低”了美土关系。

相比之下，土俄关系继续回
暖。9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确认，土俄两国已就购买 S－
400 防空导弹系统签约，土方已完
成首期款项支付。同月 28 日，俄
总统普京访问安卡拉，寻求加强两
国在叙利亚问题和库尔德问题上的
协调，并拓展能源合作。10 月 7
日，土耳其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叙
利亚自由军”实施新一轮军事行
动，俄军提供空中支援。

土为何敢于叫板美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刁大明说，美国显然不希望土
俄走近以致打破美俄目前在中东的
微妙平衡。土耳其清楚这一意图，
因此敢于同美国叫板，甚至同样还
以“拒签”。这是在向美国要价，
以迫使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满足土
方关切。

土耳其去年 7月未遂政变后大
搞“清洗”、今年 4 月举行修宪公
投，引发美国担忧和不满。在叙利
亚内战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行动中，美国支持叙库尔德
人武装，助其势力大涨；受此鼓
舞，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独立”
公投。这些政策同样伤害了土耳其

的利益。
刁大明认为，美国不会同土耳

其决裂，更不愿把土耳其推给俄罗
斯，还是希望稳住这个北约盟国。
然而，美国国内对土政治前景有强
烈担心，驱动美国政府对土耳其展
现强硬一面。短期内，美土矛盾可
能还会爆发，甚至在可控范围内升
级。

美俄上演新一轮博弈

美土矛盾愈演愈烈，显示美国
面对中东格局变化重组，越发力不
从心。

叙利亚战火未熄，伊拉克存在
分裂风险，海湾断交风波僵局持
续，土耳其疏远西方回归中东……
这盘大棋局种种变化的背后，是美
俄上演新一轮博弈。

只是，美国原先可以远程落
子，如今不得不近身相搏，而且在
多个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政策虚多实
少，底牌不多。

如今，除了叙利亚、伊拉克、
伊朗等什叶派伊斯兰国家，土耳其
也同俄罗斯越走越近。就连美国在中
东地区的铁杆盟友沙特阿拉伯也意
识到博弈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前脚
与美国签署军购大单，后脚便通过国
王访俄和购买军火，天平朝俄罗斯那
一头平衡，甚至同老冤家伊朗重启接
触，不再对美国押上全注。

这一切，不知美国将如何应
对。

美土相互“拒签” 中东棋局再变

10 月 9 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一名女子经过美国驻土耳其大使
馆。 (新华社/路透)

10 月 8 日，在南非开普敦港，
“向阳红 01”船大西洋航段科考人
员在起航前合影。

正在执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
合科学考察的“向阳红01”船8日
驶离南非开普敦港，起航大西洋。
大西洋航段为整个环球海洋综合科
考的第二三航段。

(新华社记者 王卓伦 摄）

中国首次环球海洋
综合科考起航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9日消息，公
安部原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夏
崇源，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何挺，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
员、副市长沐华平因严重违纪被
处分。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政治部
主任夏崇源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
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中央纪委对公安部原党委委
员、政治部主任夏崇源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夏崇源同志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参与非组
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安排其家属公
款旅游；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
他人职务调整、提拔提供帮助；
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影响谋
取私利。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
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夏崇源同志留
党察看二年处分，由监察部报国
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
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
违纪所得。

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
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何挺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
籍、行政撤职处分。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中央纪委对重庆市政府原党组
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何挺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何挺严重违反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为谋求职务晋升

搞攀附，长期搞迷信活动，对抗组
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公务接待，挥霍浪费公共
财产，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频繁接
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办公用房和公
务用车严重超标；违反组织纪律，
破坏党的选人用人制度，违规选拔
任用干部，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
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
和职务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
利益；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和
插手司法活动。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
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何挺开除党籍处
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
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
职务，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收缴其
违纪所得。

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
长沐华平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察看
二年、行政撤职处分。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
中央纪委对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
员、副市长沐华平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沐华平同志严重违反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谋求职务晋
升搞攀附，大搞利益交换；违反工
作纪律，为追求所谓的“政绩”，
在重大项目决策中严重失职失责；
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沐华平同志留党察看
二年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
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厅级
非领导职务，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
表资格；按程序免去其重庆市第四
届人大代表职务。

夏崇源、何挺、沐华平
因严重违纪被处分

新华社甘肃酒泉10月9日电
（李国利 赵金龙） 9 日 12 时 13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委内瑞
拉遥感卫星二号 （VRSS－2） 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又名
苏克雷卫星，是继委内瑞拉通信
卫 星 一 号 、 遥 感 卫 星 一 号 之
后，中委双方在航天领域合作
的第三颗卫星，也是委内瑞拉
拥有的第二颗遥感卫星，主要
应 用 于 委 内 瑞 拉 国 土 资 源 普
查、环境保护、灾害监测和管

理、农作物估产和城市规划等领
域，对委内瑞拉发展国民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等
将发挥积极作用。

据介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所属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为整星交付项目总承包商，
与委内瑞拉高等教育与科技部于
2014 年 10 月签署了项目合同。根
据合同，卫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和委内
瑞拉航天局联合研制，运载火箭由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

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252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委内瑞拉
遥感卫星二号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9
日电（记者李骥志 付一鸣）瑞典
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将2017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
理查德·塞勒，以表彰他在行为经
济学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
兰·汉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揭
晓上述奖项归属。他说，今年的
经济学奖是关于对经济心理学的
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
会成员彼得·加登福斯说，塞勒
使经济分析变得更符合人性，他
的理论能够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
经济决策。

塞勒在接受主办方的电话祝

贺时说，他的研究揭示了人作为经
济行为和决策中的主体，并不是完
全理性的，会受到各种心理作用的
影响。

加登福斯说，塞勒是将心理学
与经济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先行
者，他重点分析了有限理性、社会
偏好和自制力缺乏三种心理活动可
能导致的经济后果。

塞勒 1945 年生于美国新泽西
州，目前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任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今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 900万瑞典
克朗 （约合 110 万美元）。他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将考虑“不理性
地”花费这一奖金。

美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0月9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
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的照片被展示在屏幕上。

新华社发（石天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