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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日前宣布，力争于
2030年去掉驾驶舱，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掀
起新一轮对自动驾驶的讨论。

近年来，乘着政策的东风，自动驾驶发展势头迅
猛。上海、北京、长沙等城市加速布局；百度、蔚
来、滴滴等企业深度试水。关于高度自动驾驶落地应
用的话题频频成为热点：高度自动驾驶后，还要不要
考驾照？车联网了，行踪会不会太“透明”？高度自
动驾驶车普通人用得起吗？记者采访大量业内人士、
行业专家，探问社会关切。

专属颜色、无驾驶舱、招手即停：自动驾驶迎来“新物种”

呼叫青果色的D1后，乘客会获得一个专属的接驾
灯颜色，便于识别车辆；乘客能通过滴滴App调节车
内空调温度、风量，上车后，还可以在车里唱卡拉
OK……滴滴出行日前发布首款定制网约车D1，引发
网民热议。

“到2025年，滴滴网约车会搭载无人驾驶模块；
到2030年，希望去掉驾驶舱，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
动驾驶。”程维在发布会上说。

自动驾驶正加速落地应用。在此前闭幕的2020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车身高近3米的陕西重卡
汽车不需司机操作；超6米长的金旅星辰小巴，方向
盘上多了一个平板电脑；北汽麦格纳新能源汽车自动
泊车可以一把入库；美团无人驾驶物流车“看见”观
众招手便停了下来……

“像一个刚学完车拿本上路的学员，所有操作都
是标准规范的。”大多亲测者对这些“新物种”评价
良好。蔚来汽车车主杨岳嵩说，在环路或快速路上，
自己已经习惯用辅助驾驶系统“让驾驶更轻松”。

“公众对自动驾驶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为自动驾
驶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小马智行市场公关总监
张海洲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李德毅认为，到2033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中将实现
70%的自动驾驶。据瑞银集团分析，到2030年，全球
自动驾驶网约车的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

要不要考驾照？会不会太“透明”？能不能用得起？

高度自动驾驶推广后，还要考驾照吗？国家发改委
综合运输研究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晓博
认为，需要对车辆驾乘者进行一定的培训，但是使用汽
车的门槛会大幅降低，在技术非常成熟的情况下，可以
逐渐考虑免除驾照。但出于安全考虑，应该加强对车辆
的检测认定。“只要方向盘不取消，就默认有驾驶员，有
驾驶员就需要考证，这是当前法律体系认定责任的基
础。”城市智行信息技术研究院院长沈立军说。

不过，未来的驾驶也可能不用考虑“本”的问题。滴
滴自动驾驶COO孟醒指出，共享是未来出行的优化方
案，一个人不必拥有一辆车，通过购买服务也可以轻松
出行。

车路协同和单车智能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两种
技术路线。汽车联网后，可以提升车辆的可靠性与可控
性，车辆也可以通过路侧设备和云中心获得更多的驾
驶支撑。但这种“联网”状态，会使车辆和个人信息更为
透明。“联网在线状态给黑客入侵带来了机会。”陈晓博
说。

传感器的可靠性问题也凸显出来。近日，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发现，自动驾驶汽车的多传
感器融合定位方案会受到“GPS欺骗”，并造成车辆失
控。现实中发起这类攻击的技术门槛并不高，攻击者只
需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和“GPS欺骗”设备，一些低端设
备只需200多美元就能买到。

“上路的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就是一个高清的移动
视频采集系统。”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
室主任程世东说，它不仅采集乘客信息，也采集道路、
建筑物、地形地貌和社会活动等信息。因此，保护个人
隐私、网络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都是重要课题。

高昂的测试车辆成本，量产后能不能降下来？“近
年来，关键零部件的成本一直在降。”张海洲说，激光雷
达两年半的时间降了八成左右，主要是自动驾驶与配
套产业发展相互促进，推动了价格下降。

使用高度自动驾驶车辆的另一成本是保险。“高度
自动驾驶车辆正式商用上路后，保险费用的支出涉及
事故责任的认定，由谁来承担仍不确定。”陈晓博说，但

自动驾驶规模化应用和技术逐渐成熟有利于保险费用
降低。另外，保险费用也可能根据用户习惯或驾驶环境
动态调整，降低和提升都有可能。

自动驾驶商用还需规模化、法治化、科学化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智能汽
车创新发展战略》。国务院办公厅也于近日印发《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力争经过
15年的持续努力，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

“在实现真正的无人化和规模量产之前，市场上所
有的商业化尝试都算不上真正的商业化。”张海洲说。
博星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说，由于无人驾驶科技含量
高且考虑到安全系数问题，规模化落地的过程中面临
诸多环节。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智能网联汽车
已经进入技术快速演进、产业加速布局的新阶段，需要
在标准法规、商业模式等重大问题上，加强研究并取得
更多实质性的成果。

“目前主要针对道路测试出台了一系列规定，未来
要加强正式商用车辆准入、认证等环节的约束。”陈晓
博说，建议技术和法律手段并用，提升个人信息保密等
级，并对泄露扩散和交易个人敏感信息等行为进行惩戒。

对于“黑客攻击”，有专家建议将统一的自动驾驶
安全标准应用于安全测试环节，如增加“传感器欺骗”
测试等，使路侧环境更加可靠。孟醒指出，滴滴出行建
立了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个人信息保
护等方向的预警、处置体系，但隐私安全是全社会共同
的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共建共治。

乘着行业发展的东风，各地纷纷布局。北京、上海、
河北等地围绕自动驾驶相关领域开展了试点；银川发
放首批7张自动驾驶路测牌照；重庆出台自动驾驶道
路测试管理办法……

沈立军认为，各地布局自动驾驶，需要与当地的产
业发展规划结合，避免一哄而上。程世东指出，技术路
线的选择是行业发展战略性的问题，车路协同的试点
示范不可盲目，需要科学论证后审慎上马。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不考“本”？太“透明”？很“昂贵”？
——自动驾驶加速推进仍面临三大追问

□ 丁静 杨淑君

11月18日，在四川
省 华 蓥 市 禄 市 镇 小
学，学生在展示“太极
功夫扇”。

当日，一场武术教
育成果展示活动在四
川省华蓥市禄市镇小
学举行。该校学生通过
集体、小组、个人等形
式，进行太极扇等武术
展演。禄市镇小学是四
川省青少年优秀传统
文化传习试点基地。该
校把武术教育引入校
园，开设太极扇、太极
拳等课程，增强学生体
能，陶冶学生情操。

新 华 社 发（邱海
鹰 摄）

武术教育
进 校 园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 申铖）财政部18日
发布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531亿
元，同比增长3%；扣除去年同期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
企上缴利润等特殊因素后，当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约
9%，实际增幅比上月继续提高，反映了经济运行持续稳
步恢复。

其中，10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2%。专家
表示，随着多项助企纾困政策加快落实，企业生产经营
加快恢复，主体税种增幅回升。

从前 10 个月累计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8533 亿元，同比下降 5.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
135044亿元，同比下降4.6%；非税收入23489亿元，同
比下降10.3%。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前10个月累计，国内增
值税48155亿元，同比下降11.4%；国内消费税11446亿
元，同比下降5.6%；企业所得税35543亿元，同比下降
2.2%；个人所得税9545亿元，同比增长8.8%。

前瞻11月、12月财政收入走势，财政部表示，主要
经济指标仍将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税收收入预计保持
增长，财政收入累计降幅将会逐步收窄。

财政支出方面，前10个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189439亿元，同比下降0.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
业、卫生健康、农林水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

新华社南京11月19日电 （记者 王珏玢）记者19日
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中、美古生
物学者最近在福建漳浦发现一种1500万年前的南酸枣化
石。就像人们熟知的木乃伊，这些干枯、脱水的化石将
远古南酸枣的形态结构立体保存了下来。

南酸枣是一种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乔木，在我国
浙江、福建、云南等地有分布。考古证据显示，早在
8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南酸枣，并且将其果
实大量储存起来。

此次，研究团队共发现7枚“木乃伊”南酸枣果实
化石，它们的形态结构与现代南酸枣基本相同。稍有不
同的是，现在的南酸枣果实，顶端有 3 至 6 个俗称为

“眼”的萌发孔。而发现的化石里，首次出现了具有7个
萌发孔的果实。这说明，1500万年前的远古南酸枣，形
态比现代“子孙”更加多样。

“古植物学和环境考古资料显示，在2000万年前，
南酸枣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而现在，它成了东亚地
区特有的植物。我们的研究说明，南酸枣很久以前就在
欧洲消失，而在我国华南地区，它们很可能从远古时代
一直延续生存至今。”参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助理
研究员王姿晰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古植物学
和孢粉学评论》上。

中美学者发现1500万年前
“ 木 乃 伊 ”南 酸 枣 化 石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 （记者 刘品然）美国政
府18日宣布对多名伊朗官员和多个实体实施制裁，并威
胁在未来数周继续对伊施压。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制裁伊朗情报和
安全部长马哈茂德·阿拉维和两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
军官。一同被制裁的还有一家慈善机构及其领导层与50
家涉及能源、矿产和金融多个行业的附属实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称，伊朗最高领袖通
过该慈善机构来奖赏其盟友，美国将继续制裁伊朗重要
官员及其收入来源。根据声明，受制裁方在美国境内或
受美方控制的资产将被查封，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
易，外国金融机构或个人与受制裁方进行交易或向其提
供支持也将面临制裁风险。

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一份国务院声明中还威胁称，
美方将在未来数周内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伊朗外长扎里夫上月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应
“放弃制裁的嗜好”，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只会降低其
影响力。

2015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
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
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
对伊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伊朗自2019年5月起分阶段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美国对伊朗高官和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

新华社东京11月18日电（记者 王子江）国际奥委
会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18日透露，在
明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为避免增加感染风险，每
个代表团最多只能允许6名官员参加开幕式，但运动
员的人数不做限制。

科茨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不想
改变运动员在开幕式上参加入场仪式的传统，希望看
到所有参赛代表团和难民代表团的运动员出现在开幕
式上，展示他们的旗帜。按照惯例，如果运动员不能参
加开幕式，他们的位置可以由官员代替，但东京奥运会
将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会增加风险。”

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说：“对

于人数较多的代表团来说，参加开幕式入场式的官员
最多只能有六人。”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的意见更加保守，他说，奥
运会已经决定采取简化举行的方案，奥运会开幕式也
是简化的环节之一。“虽然参加开幕式入场式是每个运
动员的特权，但为了保证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我们
必须做出一些牺牲。”

这位日本前首相显然不希望每个运动员都拥挤到
开幕式，增加感染风险，他说：“我们最好问问运动员的
意见，他们是否非常期待参加开幕式？也许有些运动员
的最大目标是赢得金牌，每个运动员有不同的看法，应
该了解运动员的真实感受。”

科茨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过度担心，首先，到
奥运会开幕时，应该会有更加快速检测病毒的方法，一
天就可以检测4万到5万人，运动员们在检测完之后就
可以参加开幕式。其次，由于开幕式后第二天有多个项
目要进行比赛，其中有些项目还不在东京举行，很多运
动员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开幕式。

在陪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访日期间，科茨代表
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和国
际残奥委会举行了多次五方会议，详细讨论明年奥运
会和残奥会的防疫工作。他相信运动员会遵守东京奥
运会防疫委员会制定的防疫规定，并建议所有运动员
在比赛之余不要走出奥运村，对观光和购物“说不”。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每个代表团最多只能有6名官员入场

新华社合肥 11 月 19 日电 （记者 陈诺） 大到车牌，
小到公章，甚至连派出所的公章都敢伪造。记者日前从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打掉一个专门从
事伪造各类证件、车牌、公章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10名，收缴假证2122份、公章模板30000个、假车
牌599块。

今年7月，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杏花派出所民警
在办理一起案件的过程中，对一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安全
检查时，发现其随身携带一枚伪造的当地派出所公章。
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发现这枚假公章来自一个组织严
密、分工明确的制售假证团伙。该团伙租住在当地一个
小区内，以此为制假作坊，按照买家的要求制作相关假
证件、假公章、假车牌等，然后邮寄到买家手中。

近日，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一举抓获10名犯罪
嫌疑人。据他们交代，该团伙自今年1月以来到处张贴

“办证”广告招揽生意。通常一个假证书售价150元到
500元不等，生产成本不足6元，每个月能对外发出60余
单快递。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处理，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派出所公章都敢伪造！

安徽合肥警方打掉一个制售假证团伙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19日电 （记者 哈丽娜） 19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赤峰市降雪持续，局部
地区下特大暴雪。受此次暴雪影响，19日通辽市、赤峰
市大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部分矿产企业停工。

17日下午起，内蒙古自西向东大范围降水。根据
气象部门监测，截至19日7时，内蒙古11个盟市的90

个监测站点降雪，降雪量为0.1毫米至43.2毫米。通辽
市科尔沁区、奈曼旗、赤峰市敖汉旗等地降特大暴
雪，最大降雪量达到43.2毫米。赤峰市松山区、宁城
县等11个旗县降大暴雪，降雪量达到29毫米以上。锡
林郭勒盟部分地区降大雪。

19日，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24小时内内

蒙古中东部、东部仍然有降雪天气。其中，内蒙古东
部偏东地区有大雪，伴有吹雪，中部偏东和东南部地
区气温继续下降。

内蒙古气象台专家建议，公众及相关部门密切关
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雪灾、冻害准
备工作。

内蒙古东部降雪持续 部分学校停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