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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克劳斯

封闭环境下“无人驾驶”或将先投入商用
武汉晚报讯 （记者章胜）
“5G商用的普及将是自动驾驶技术
成熟的先决条件。 ”日前，在武汉举行的“
世界500强对话湖北”活
动中，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克劳斯接受武汉晚报记者
“无人驾驶”的车辆自动
专访时表示：沃尔沃集团在封闭区域开展
化试点项目，或将先投入到商业运营。
据了解， 沃尔沃集团目前主要经营对象为工程机械和卡客
车，该公司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商用车企业之一，更是世界五百
强排名靠前的企业。 在中国市场，沃尔沃集团与东风集团在2015
年成立合资公司， 而当年沃尔沃以55亿元人民币进军中国市场，
也成为当时瑞典企业在中国最大规模的投资。
我们在一些地下矿区， 在瑞典的地下矿区和挪威的露天矿
“
区采用全自动的卡车、挖掘机和其他全自动的设备在运行当中。”
克劳斯介绍，在一些低速的环境下，比如市区垃圾车处理系统，沃
尔沃已推出全自动化的垃圾车， 工作人员不用上下车的操作，车
辆自动跟随，然后到了指定地点，就会把垃圾直接收集过去。
谈到高速环境下实现
“
无人驾驶”时，克劳斯认为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包括法律法规方面的挑战，以及社会接受度等方面。不
过他也指出：5G是实现高速环境下自动化的重要一环，快速的数
据传导网络是保障车辆形式安全的基础，5G将给高速环境下自
动化驾驶带来一个全新的机遇。

季度会员会费只要79元
亚马逊推出Prime季度会员服务

此外，克劳斯表示：车辆自动化，电动化和智能网联这个三个
环节“环环相扣”，沃尔沃集团在全球，从车辆的“三化”角度走在
前列的。 如果能与中国的电商企业进行合作，将大幅度提高物流
中国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成本占GDP比重大
运营效率，减少成本。“
概是15%，而在欧洲，这个数字只有5-7%。 ”

游戏解决方案“信仰盛会”亮相

华硕ROG发布百款电竞新品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胜）9月12日，ROG玩家国度在北京凯迪
拉克中心召开了“
竞力势放”ROG信仰盛会。 会上发布了多款新
品，包括 ROG 游戏手机、显示器、路由器、散热器、电源、主板、
显卡、外设等。
基于PC的游戏解决方案历来是游戏装备厂商的竞争高点。
ROG玩家国度在此次盛会上推出了全新的“PC游戏解决方案”
套装， 具体包括：ROG超神硬装解决方案、ROG G21台式机、
ROG冰刃3和ROG枪神2 Plus游戏笔记本电脑， 以及全球首款

三频ROG Rapture GT-AX11000万兆电竞路由器等产品，无一不体
现着ROG玩家国度在PC游戏装备这一核心领域的强大实力。
据了解，以及此次信仰盛会上展示出的横跨PC、主机、手游
三大平台顶级游戏装备解决方案， 这些从设计到性能再到应用
全面领先的专业游戏装备解决方案不仅仅展示着ROG玩家国度
远超同侪的强大研发和工业设计实力，更为关键的是，这三大解
决方案已充分表明ROG玩家国度的专业游戏装备已覆盖了专业
电竞设备的每个环节、每个场景。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胜）在年度会员服务之
后，亚马逊推出了会员季度服务。 9月12日，亚马
逊中国宣布， 正式推出Prime季度会员服务，在
现有年度会员服务基础上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灵
活的选择。 消费者注册成为Prime季度会员，可
在任意连续三个月内无限次尽享中国Prime会
员服务的所有专属权益， 同时享有按季支付的
灵活性。
据了解， 亚马逊的Prime会员年费为288
元，此次推出的季度会员会费为79元。 两者均可
在亚马逊海外购订单满额无限次免费配送、国
内订单零门槛全年无限次免费配送、 会员专享
折扣、跨境包裹加速配送服务。

滴滴推出安全大整治
司机出车前要在线答题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胜）9月13日，滴滴全平
台司机安全培训计划全面升级。 该计划是滴滴
此前公布的安全整治7大措施之一。 即日起，大
陆地区的所有的滴滴网约车司机（快车、优步、
优享、拼车、专车、豪华车），每天出车前均需进
行安全知识考核，通过考核后方可正常接单。 同
时， 巡游出租车司机也需通过相应的安全知识
教育后方能使用滴滴接单。 据了解，此举旨在提
升司机在服务过程中的安全意识， 从而更好地
保障司乘双方的出行安全。

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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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车展：车企“冲锋”前的集结阵地
刚经历完传统淡季的汽车市场终于盼来了“金九银十”，在刚刚过去的七八月份中国乘用车市场出现了
罕见的同比下滑，而在八月底九月初举行的成都车展已经成为车企冲锋前的集结阵地，纷纷推出新车拉开第
四季度“
冲量”的大幕。

全新东风标致 408 正式上市
8 月 29 日 ， 东 风 标 致 全 新 东 风 标 致 408 正 式 上 市 ，
2730mm 的超长轴距配合 4750mm 的车身长度，带来同级罕
见的超大乘用空间，售价 11.97 万元 ~16.97 万元。
全新东风标致 408 搭载的 230THP 发动机拥有 52 项创
新 专 利 ， 实 现 100kW 和 230Nm 的 澎 湃 动 力 ， 并 达 成
4.9L/100km 的出色燃油经济性，曾连续四年获得“国际年度
发动机”大奖；350THP 发动机则连续 8 年获得“国际年度最
佳发动机”大奖，具有 123kW 和 245Nm 的强劲动力输出，能
够实现 5.9L/100km 的超低油耗。
值得一提的是， 全新东风标致 408 还为消费者准备了
“幸福礼包”，凡在 10 月 31 日之前购买全新东风标致 408，最
高可享全额购置税补贴、6000 元保险基金和 24 期零利率贷
款优惠“
礼遇”。

首款合资互联网 SUV 云逸正式预售
8 月 31 日， 备受关注的东风雪铁龙 SUV 云逸在成都车展
正式开启预售， 并公布了云逸天猫专属定制款车型——
—智云版价
格 14.38 万元，且预售入门价仅 11.58 万元。
东风雪铁龙宣布， 从 9 月 1 日起携手阿里启动云逸众筹
活动，为首批云逸预订用户定制专属福利。 在 9 月 19 日 24:
00 之前，只需拍付 499 元即可参与众筹活动。 参与人数达到
333 人即视为众筹成功，购车即可获得云逸专属铭牌；参与人
数达到 666 人，购车即送云逸专属行车记录仪；参与人数达
到 999 人，购车不仅能获得前两项福利，还将获得 Focal 音
响。
东风雪铁龙云逸是合资品牌中首款搭载 AliOS 斑马智
行系统的车型，这也是时下最先进的智能车机系统，将使东风
雪铁龙云逸能够提供出众的车载互联网体验。

“
续航王”全新一代宋 EV 500 上市
8 月 30 日，比亚迪全新一代宋家族全线越级上市。其中，备

受瞩目的全新一代宋 EV 500 以同级最强“续航王”身份撼世
登场，共推出智联领尚型、智联领动型、智联领享型、智联领耀
型 4 款车型，综合补贴后价格区间为 18.99 万元 ~21.99 万元。
一直以来，
“续航焦虑症” 始终是纯电汽车产品真正走出
政策倾斜城市的最大掣肘。 而全新一代宋 EV 500 凭借等速
续航 500km 和快速充电能力，将会突破这一限制向传统燃油
SUV 发起挑战。 全新一代 宋 EV 500 装 备容 量 达到 61.9
kWh 的高性能三元锂动力电池， 配合比亚迪大功率充电系
统，可实现 40%-80%充电仅需 30 分钟。 同时，全新一代宋 EV
500 具备全新智能温控系统，确保电池在极冷（-30 摄氏度）和极热
（55 摄氏度）环境之下，都可以获得稳定可靠的性能，并有效
延长电池寿命。

广丰首次导入纯电动 SUV
8 月 31 日， 广汽丰田在成都车展发布首款量产纯电动
SUV 广汽 ix4，共推出领先版和豪华版两款车型，补贴后售价
为 16.38 万元起，并享有政策全免购置税。 广汽 ix4 的发布，
标志着广汽丰田在引领混合动力汽车普及风潮之后， 向新能
源汽车市场迈出关键一步。未来三年，广汽丰田每年都将导入
全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品。
广汽 ix4 纯电动车的导入， 使广汽丰田成为广汽集团旗
下首家从中方股东导入纯电动车的合资企业。 广汽 ix4 由广
汽研究院开发，将在广汽丰田的工厂生产，在广汽丰田的渠道
销售。
广汽 ix4 是广汽丰田首款量产新能源汽车，导入之后，广汽
丰田率先在业内实现了自然吸气、涡轮增压、混合动力和纯电
动多种技术的量产，扩大
“
全擎动力”领先优势。

一汽丰田携众车型亮相成都车展
8 月 31 日， 作为一汽丰田基于 TNGA 丰巢概念下的首
款 SUV，奕泽 IZOA 将领衔 RAV4 荣放、卡罗拉 COROLLA、威驰 VIOS 等明星车型组成产品矩阵亮相成都车展。
一汽丰田奕泽是基于 TNGA 丰巢概念下的首款 SUV 车
型。 奕泽 IZOA 定位年轻化，主要面向追求时尚、个性的年轻

消费者。在奕泽 IZOA 上市前后，一汽丰田对其进行了一系列
针对性的年轻化营销传播， 在预售阶段就已收到超过 8000
份订单，上市两个多月以来，奕泽 IZOA 对一汽丰田的增长刺
激已初显成效。 除了
“
新品”奕泽，新卡罗拉家族也意在“以新制
胜”。 其中新卡罗拉在延续 Keen Look 家族设计之余，其涡
轮增压车型进一步拉伸了格栅， 与全新 LED 大灯浑然一体，
重塑前脸造型。

第十代雅阁锐·混动上市
8 月 29 日， 广汽本田第十代雅阁锐·混动在珠海正式上
市，售价 19.98 万元 ~25.98 万元。
作为第十代雅阁的混合动力车型，新车共提供四款配置，
包括：2018 款 锐·混动 2.0L 锐酷版、锐领版、锐智版、锐尊
版。 此外，新一代雅阁锐·混动版将搭载第三代 i-MMD 混合
动力系统，动力和油耗平衡进一步升级。
新车搭载第三代 i-MMD 混动系统，由升级过后的 2.0L
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与双电机所组成。 系统共有三种工作模式，
车辆行驶时可在纯电动行驶模式、混动行驶模式以及发动机直联式
行驶模式实现自由切换。 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 107kW，峰值
扭矩 175Nm。 电动机最大功率 135kW，峰值扭矩 315Nm，百
公里综合油耗仅为 4.0L。

车小主智能新零售平台上线启动
9 月 6 日， 由山东中荣云库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的“
中荣云库——
—车小主智能新零售平台上线启动暨中荣轮
胎华中营销中心挂牌仪式 ”在武汉举行。
据悉，中荣云库通过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解决消费者的
痛点，做到线上购买和线下服务双体验的优势互补，是轮胎行
业转型升级，迈向“
智慧零售”的重要一步。 湖北省汽车售后服
务行业协会会长张岩表示， 用互联网思维经营汽车后市场服
务，中荣云库是跨界也是一项行业革命，相信在“智慧零售”的
时代背景下， 中荣云库将实现由武汉走向全国的全面推广及
落地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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