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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共享未来

创新智能产品引领趋势

在汽车展馆
“遇见
遇见”
”
出行未来

保障
浦东环境监测站
全天候探测环境质量

上图：进博会上，宝马集团带来了新 BMW 5 系插电式混合动力
无线充电特别版车型。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左图：奥迪带来旗下最新电动车型 e-tron quattro，这也是该车
型首次在中国亮相。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记者 王延
汽车展馆是本届进博会最受关注的展馆
之一，仅一台“会飞的汽车”就吸睛无数。其他
展台展出的智能驾驶汽车与技术、新能源汽车
与技术、品牌汽车等也同样精彩。
值得一提的是，参展商带来的众多产品和
技术都是首次亮相中国，也让进博会汽车展馆
变成了一场酷炫的高科技车展。

全新新能源汽车技术和
产品首次来到中国
作为首批与进博会签约的车企，沃尔沃
在本届进博会上带来了旗下所有主打的 7 款
进 口 车 型 ，其 中 新 能 源 车 型 XC90 三 座 版 不
久前刚刚在海外上市，此次亮相进博会是其
中国首秀。记者注意到，这款车型不仅配备
了代表沃尔沃最新科技成果的时速 130 公里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还把沃尔沃对于汽车空
间的畅想表达了出来：原来副驾驶的位置设
计成了后排的脚踏板，可以带给乘客更加舒
适的驾乘体验。

奥迪也带来了旗下最新的电动车型
e-tron quattro，该车系是奥迪首款电动 SUV 车
型。该款车型今年 9 月在美国旧金山全球首
发，此次也是其首次亮相中国。记者了解到，
该款电动 SUV 将会在明年被引入国内进行销
售，
并有望于 2020 年实现国产。
手机无线充电已不稀奇，但你见过电动汽
车无线充电吗？宝马集团借助参加进博会的
契机，首次在中国推出了民用汽车无线充电技
术，并向公众展示了便捷的充电体验：客户仅
需按照车辆中控屏幕的引导，将车辆停至地面
充电模块的上方，关闭车辆启停按钮，即可通
过电磁无线感应为车辆自动充电。

自动驾驶展现汽车行业
发展大趋势
除了新能源技术，自动驾驶、互通互联和
数字化技术也已成为汽车行业发展进程中的
大趋势。
宝马集团不仅带来了无线充电技术，还带
来了配备 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 7 系测试车。据
悉，这也是其进行实际无人驾驶道路测试的最

新原型车，已经在真实交通环境下进行了超过
10 个月的实际道路测试。
宝马展台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早在两年
前，宝马就开始在中国进行自动驾驶的道路测
试。2016 年，宝马在成都指定的高速公路上实
景演示了 L3 级高度自动驾驶。2007 年，在杭州
实景演示了 L4 级完全自动驾驶。而在今年，宝
马获得上海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牌照，成为首
家在中国获得自动驾驶路试牌照的国际整车
制造商，进一步推进了自动驾驶技术在中国的
商业化进程。在进博会上，宝马集团表示，在
获得相关政府批准后，计划明年在中国开始模
拟共享出行下自动驾驶车队的道路测试，测试
车队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无独有偶，通用汽车在进博会上展出了
Cruise AV 自动驾驶汽车，并把其称作全球首
辆无需驾驶员、方向盘和踏板就能实现安全
驾驶的可量产汽车。据了解，这款自动驾驶
汽车已在一些极具挑战的城市环境中开展道
路测试，并计划于 2019 年投入大规模商业化
应用。
而在福特展台，参观者也可以通过 VR 互
动体验该公司在车辆互联通信技术领域的最
新应用。

声音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

通用汽车全球执行副总裁、通用（中国）总裁钱惠康：

长期致力于与中国共同成长

抓住中国市场消费升级的机遇

首届进博会的举办，不仅是中
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
措，也是在新时代推进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作为
中国汽车产业、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积极参与者，宝马集团长期致
力于与中国共同成长。此次进博
会是宝马展现对中国市场的长期
承诺的绝佳平台。
中国对于宝马集团而言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不仅因为中国是我
们最大的单一市场和不断扩大的制

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
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驱动
力量。对全球汽车行业而言，中
国如今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汽车
消费市场，也是世界级科技创新
的发源地和试验基地。我认为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柱，也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主要
驱动力。
汽车市场，是观察中国消费
需求一个很好的角度。中国汽
车市场十分特殊，一是市场竞争

造基地，
还因为中国在绿色出行、
智
能互联等领域的创新动力和巨大潜
力。宝马因此对
“中国战略”
进行了
升级，
将中国市场纳入全球布局。
3 周前，我们宣布加大对中国
的投资，不仅将华晨宝马合资企业
合同延续到 2040 年，还将新增投
资 30 亿欧元对宝马在沈阳的生产
基地进行升级和扩建。未来，
我们
不仅继续进口汽车到中国，
还要把
沈阳生产的纯电动版 BMW iX3
出口到全世界。

激烈，二是消费者需求极其多样
化，这也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汽车
市场发展的显著变化。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汽车市
场整体销量有所下滑，但豪华车
等细分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增
长。因此，我们将继续抓住中国
市场消费升级的机遇，不断拓展
产品型谱，聚焦深受消费者青睐
的 SUV、MPV 及 豪 华 车 等 细 分
市场，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多样化
需求。

本报讯 （记者 黄静）白天与黑夜相接，人
工与在线并用，24 小时监测值守……连日来，
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全天候探测区域环境质
量变化，
“ 盯紧”重点工业企业排污状况，全力
保障进博会顺利进行。
浦东区位地位明显、辖区面积广大、产业
结构多样、行业企业众多，环境监测和污染防
控的压力较大。为保障进博会顺利进行，有效
探测监控区域内环境质量变化，新区环境监测
站在进博会期间全员不休假，随时随地应急待
命，现场监测、实验分析、在线监测、质量控制、
综合保障等环节正常运转。
分管现场监测的负责人介绍，
进博会期间，
他们在浦东南部与北部分别派遣监测小组进
驻，
对重点工业企业进行监测取样，
对主要交通
干道进行机动车尾气路检，目前已列入计划的
有 10 家重点工业企业和 3 条交通干道监测点，
后续将根据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随时进行调
整。此外，
为了能及时管理和决策，
监测人员必
须全部使用移动式现场监测系统进行操作，实
现定时、
定点、
定位、
定况等信息同步监控。

地铁站设立
进博会咨询服务点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记者昨天从申通
集团获悉，为服务各地到达上海的参展观展人
员，地铁 3、4 号线上海火车站站设立了“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地铁咨询服务点。车站特意
制作了进博会出行宝典，这本小册子在为众人
百科进博会的同时，也将上海热门地标性景点
就近的地铁车站进行一一标注，让海内外游客
在参观进博会之余，也能畅游上海的都市美
景。为方便海内外乘客直达国家会展中心，咨
询服务点推出的双语“进博专项导乘提示条”，
为乘客明确指引前往展会的最便捷路径。
此外，咨询服务点还准备了各国驻沪领事
馆联系方式、上海市各机场、火车、长途客运、
轮渡等售票网点信息和联系方式等内容的现
场指导手册，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便捷的查询
服务，
做到有问必答。

城投水务守护
进博会供水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记者昨天从上海
城投获悉，为确保国家会展中心以及周边地区
供水安全运行和水质、水量、水压稳定，城投水
务供水公司在加强制度流程监管、加强维修设
备和人员力度的同时，还上线了智能保障系
统，通过增加最新的软、硬件技术手段，来确保
展会期间安全供水。
据了解，供水公司事先通过结合各方保障
信息，将本次供水保障方案涉及的区域分为了
核心区和辐射区。通过划分核心区域以掌控
管网状况，
为供水安全打下基础。
为加强阀门巡检工作，提高检漏管理效
率，从进博会筹备伊始，供水公司就对核心区、
辐射区和其他重要用户的进水阀，道路大口径
阀门进行了专项巡检，并提升了巡检频率，确
保大口径阀门和重要用户进水阀的完好和正
常工作。供水公司运用了基于 GIS 系统的漏
水巡检模块，
切实做好监管工作。
为保证能对会展中心及周边重要管线进行
深度检漏，供水公司运用国内先进的带压进入
式检测设备对会展中心及周边管网进行检测。
同时，
在比较重要的场所，
供水公司使用专业检
漏仪进行监测，
实时传回系统数据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