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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价期， 一揽子原油
变化率由负转正，预计9月18
日国内汽、柴油价将迎来9月
第二次上调，每吨或上调140
元左右。 受国际油市可能继
续大幅波动影响， 调价幅度
也可能有所变化。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发
布的数据显示， 本计价期一
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以-3.
12%的负值开启，随后转入正
向区间波动。 9月16日一揽子
原 油 平 均 价 格 变 化 率 为
2.40%， 预计9月18日24时成
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时， 国内

汽、柴油价格每吨将上调140
元左右，折合92#汽油每升上
调约0.11元、0#柴油每升上调
约0.12元。

截至目前，2019年国内
成品油零售限价已经历17个
调价窗口，为“十涨五跌两搁
浅”。 此外，因增值税率调整，
自2019年3月31日24时起，国
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
分别降低225元和200元。 涨
跌相抵后， 今年以来国内汽、
柴油价每吨累计分别上调
240元、245元。

批发市场方面，受成品油

进入消费旺季、国内部分地区
资源持续偏紧以及沙特原油
设施遭遇袭击带来的供应收
紧预期推动，汽、柴油批发价
格涨势不改，汽油涨势继续强
于柴油。 由中国经济信息社、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上
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
发布的中国汽、柴油批发价格
指数显示，9月16日，全国92#
汽油、柴油（含低凝点）平均批
发价格分别为7343元 /吨、
6992元/吨，较9月4日（上轮
零售价格调整后首个工作日）
分别上涨480元/吨、157元/

吨，其中16日全国92#汽油平
均批发价格单日涨幅就达到
259元/吨。

新华财经经济分析师刘
小云认为，尽管沙特遭袭引发
的减产有望陆续恢复，目前全
球石油库存也处于较高的水
平，可以填补市场短期的供应
短缺，但此事件或引发地区局
势紧张，油价中的风险溢价水
平可能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
油进口成本增加叠加旺季来
临和原本的供应趋紧因素，或
推动国内汽柴油批发价格继
续上行。 /新华社

牌照“含金量”几何？
仍然属测试性质
不能涉及商业化运营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
牌照的颁发，被业内人士视为
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成熟向
市场化、商业化跨出的坚实一
步，智能网联汽车将逐渐驶入
市民的生活。

不过，上海市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中心、上海淞泓智能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霖
强调，在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
下，示范应用仍然属于测试性
质，不能涉及商业化运营。 该
公司目前负责上海自动驾驶
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牌照的
申请、验证测试和数据平台建
设等工作。

2018 年 3 月至今， 多地
陆续颁发智能网联汽车开放
道路测试牌照。 从“测试”到

“示范应用”区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是，开放道

路测试阶段的车辆只允许搭
载安全员和相关的工程技术
人员，而拥有示范应用牌照的
车辆可以尝试功能化的载人、
载货应用，这是走向未来商业
化落地的必经之路。 ”李霖说。

上汽、宝马、滴滴成为首
批三家获得智能网联汽车示
范应用牌照的企业，它们被认
为分别代表着自主品牌、跨国
企业和出行科技公司在业内
的领先水平。 三家企业获得

“吃螃蟹”的机会并不容易，需
要通过严格的测评和认证。以
上汽为例，其自主开发的智能
驾驶汽车样车测试总里程接
近 12 万公里， 在开放道路的
测试里程已超过 10000 公
里。

据了解，三家企业将根据
各自情况，完成准备工作后开

展示范应用测试，示范应用首
次周期不超过 6个月。企业示
范应用满 6 个月，单车平均自
动驾驶测试里程累计不低于
5000 公里且未发生交通违法
和有责任交通事故，可申请增
加示范应用车辆数量。

普通市民或可参与测试
测试道路累计79.7公里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
搭载的乘客可以是普通市民
吗？ 测试会在哪些道路上展
开？ 专业人士透露，测试将循
序渐进展开，在保障安全的情
况下，普通市民在城市道路上
参与测试将成为可能。

参与示范应用测试的企
业将招募乘客志愿者，是否面
向社会公开招募由企业自行
决定。 滴滴表示，欢迎公众参
与体验自动驾驶，APP将会开
放专属入口为特定用户提供
自动驾驶乘车服务。

根据规定，企业必须为志
愿者购买座位险、人身意外险
等商业保险，与志愿者签署自
愿协议， 或对志愿者进行培
训，有效保障志愿者的人身安
全。 参考国际经验和现有条
件，专家预测企业会先向内部
员工或特定人群开放志愿者

“白名单”，未来 2 年再逐步向
普通市民开放。

目前，示范应用的测试范
围为上海已经发布的开放测
试道路，包括城市商圈、工业
园区、 港口码头等 1500 多个
应用场景， 累计达到 79.7 公

里。作为主要测试地的上海嘉
定区， 前期已积累了超过 2.4
万公里的开放道路测试安全
里程 ， 累计测试时长超过
1200小时，无任何交通事故。

“如果大家在嘉定的马路
上看到有些驾驶员双手完全
离开方向盘， 请不要惊讶，这
是合法和安全的。 ”嘉定区委
书记章曦说，2019 年以来，嘉
定新增测试道路 42.5 公里，
还推动首批示范应用牌照和
长三角一体化测试牌照的发
放，实现了长三角测试的互联
互通，并促成 5G 汽车通信技
术联盟全球首个 5G 智慧交
通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上海临港智能网联汽车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苍
学俊表示，必要的企业测试数
据将回传给监管平台，提供给
交通、公安等部门进行安全管
控和评测论证。随着技术和测
试条件的成熟，智能网联汽车
可能会驶入普通道路进行测
试。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加
速， 国内车市挑战与机
遇并存

从北京、上海、广州到福
建平潭县、浙江德清县，目前，
已有约 20 个地区发放超过
200 张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
路测试牌照。我国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正在加速发展。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清
华大学教授李克强认为，智能

技术和网联技术的有机结合，
使汽车的开发模式和使用模
式发生了改变，未来的整个生
态也会随之改变。 5G、 大数
据、 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
展， 让跨界协同成为必然，也
融入到汽车产业的变革中。

———新技术加速融合。 上
汽集团宣布将于明年落地 5G
智慧交通示范项目，试点基于
人、车、路协同的 5G智能驾驶
及智慧出行服务。

———新合作全面开展。 宝
马全面升级在北京、 上海、沈
阳的研发中心， 覆盖自动驾
驶、智能互联等领域，构成德
国之外最大的研发网络。

———新应用逐步落地。 滴
滴将在上海布局 30 辆多种车
型的 L4 级别自动驾驶车辆，
提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行驶
距离最远可超过 10公里。

上汽集团副总裁、总工程
师祖似杰表示，当前国内车市
蕴含着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
遇。汽车智能网联化成为车企
脱颖而出的核心要素之一。 他
说：“对企业而言，关键是继续
以深化创新培育未来增长的
新动能。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
书长许艳华说：“汽车行业向
智能网联化方向转型是公认
的趋势。 我们要靠市场的力
量推动， 要用商业化发展来
解决问题。 中国一定会是智
能网联汽车商业应用的引领
者。 ”

/新华社

财政部17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137061亿元，
同比增长3.2%。

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65901亿元，同比增长
3.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收入71160亿元，同比增长
2.8%。 全国税收收入117134
亿元，同比下降0.1%；非税收
入 19927亿元， 同比增长
27.3%。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
看，今年前8个月，国内增值
税 44908亿元 ， 同比增长
4.7%； 国内消费税10414亿
元，同比增长18.5%；企业所
得税31030亿元， 同比增长
3.6%；个人所得税7212亿元，
同比下降30.1%；进口货物增
值税、 消费税10794亿元，同
比下降6.9%；关税1896亿元，
同比下降3.3%。

支出方面， 今年前8个

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3069亿元，同比增长8.8%。
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支出22185亿元，同比增长
8.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30884亿元， 同比增长
8.8%。

数据显示， 今年前8个
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45987亿元 ， 同比增长
6.4%。 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2813亿元， 同比增

长1.1%；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
算本级收入43174亿元，同比
增长6.7%。

今年前8个月，全国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52745亿元，
同比增长30.8%。 其中，中央
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1615亿元， 同比增长18.6%；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
出 51130亿元， 同比增长
31.2%。

/新华社

记者从石家庄市政府
获悉，自 9 月 16 日起，石家
庄市在长安区、 桥西区、新
华区、裕华区和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范围内，实行非机
动车免费停放，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
方式收费。

石家庄市将加强非机
动车停放区域管理。 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设置、
涂改、撤除、占用非机动车
停放区域。 公安、城管等部
门将联合执法，加强日常巡
查检查， 一经发现违规行
为，依法依规快速处理。

同时，规范单位内部车
辆停放。 主次干道沿街大型
商超、医院等单位，要在本
单位内自行安排内部干部
职工车辆停放，原则上不得
占压城市道路。

石家庄市政府有关负
责人表示，机动车停放的日
常管理工作，由市城管局负
责。 广大市民如遇私设非机
动车停车场收费行为，可及
时拨打 12315 或 110 电话
举报，相关部门将及时进行
严厉查处。 市政府将严格保
密举报人信息。 /新华社

上海颁发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

自动驾驶离你我还有多远？
16 日,在上海举行的 2019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上汽、宝马、滴滴获得了上海市有关部门颁发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 这是否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将会很

快进入城市百姓生活？

石家庄：
主城区非机动车
停放全免费

9月18日国内汽、柴油价或再迎上调

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