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实 现 无 人 驾
驶，车联网是起点，而
5G被认为是开启无人
驾驶时代的最佳技
术。目前我国5G技术
研发试验正式进入了
第三阶段，将推动5G
系统设备基本达到预
商用水平，同时，核心
技术企业5G网络使车
辆控制信号传输的端
到端时延已控制在10
毫秒以内。

据国家发改委发
布的《智能汽车创新
发展战略》征求意见
稿内容显示，到2020
年智能道路交通系统
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大城市、高速公路的
车用无线通信网络
（LTE-V2X）覆 盖 率
达到 90%，北斗高精
度时空服务实现全覆
盖；到2025年，新一代
车用无线通信网络
（5G-V2X）基本满足
智能汽车发展需要。

车联网发展
进度篇进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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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华为与中国移动、
上汽集团共同演示了全球首个真
实网络环境下的 5G远程驾驶；
2017年 11月，华为联合沃达丰、慕
尼黑工业大学在英国伦敦演示了
5G外场远控驾驶应用，演示中5G
网络使车辆控制信号传输的端到
端时延已控制在10毫秒以内。

一汽启明副总经理刘飞宇表
示，“要解决车辆安全性、智能性问
题，车联网有非常大的发展前途。
今后一汽启明要优先完成汽车车
联网信息化管理系统”

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在
2017年的媒体圆桌论坛上介绍了华
为在车联网与物联网方面取得的进
展。他表示，华为正在跟一些车企进
行相应的沟通与交流，探讨需求，以
便讨论制定车联网、物联网方面的
标准时，更加具有针对性。

车联网除了要短时延，连接可
靠性同样很重要。5G的低时延特性
可以支持快速反应，满足安全出行
需求。当前华为已经与BOSCH、
KUKA、上汽等多家垂直行业合作
伙伴，在智能工厂、远程驾驶、无人
机以及智慧医疗等领域开展了深
入合作研究和POC验证，确保各个
垂直行业需求能够充分被理解和
支持。

在推动整个汽车行业智能网
联发展方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
团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王映民认
为，这不只是汽车行业或者通信行
业的工作，而是各行各业的协同合
作，既包括通信产业、汽车产业、交
通行业，也包括运营行业、政府、法
律界、媒体界，只有相互配合，才能
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推动智能网
联汽车快速发展。

笔者：庞女士，你作为一个成都
几个大卖场都有专柜的服装行业老
板，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产品的，你
第一次接触到智能马桶盖产品是什
么时候？

庞女士：2013年春节，我们全家去
日本旅行，发现这个日本宾馆公厕全
都是智能马桶盖，躲都躲不掉，用了几
次以后，感觉真不错，就买了一个带回
国。后来看到国家提倡产能升级消费
升级，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智能马桶
这个产品很有市场前景，就开了一家
智能马桶专卖店。做这个比我做服装
肯定更有前途啊，我也很乐意能为成
都市民普及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出自己
的一份力量。

笔者：这个产品好在哪里？普通人
有必要花钱买这个东西吗？

庞女士：打个比方，我们手上沾了
粪便，是一定要用清水洗涤才能洗干
净的，而肛门处有一千多个褶皱，比粘
在手上更难处理，用纸更是擦不干净
的，但我们好像无所谓，这是不正常
的。能彻底清洁污渍，这就是智能马桶
盖最直接的好处，只要有条件，所有家
庭都应该使用。我婆婆是个医生，日常
工作中会接触很多肛肠科疾病患者，
便秘、痔疮患者很多都是要去看医生
买药的啊，如果他们家里使用这个产
品，可能减小患病几率，毕竟多数肛肠
疾病包括妇科病，都跟关键部位的清
洗不彻底有关。

笔者：听说你们有免费试用活动，
而且很受欢迎。为什么要采用免费试
用？

庞女士：日本花了20年时间才普
及，主要是先在公厕安装实现家家户
户的普及，在中国这种私密属性的产
品不被很多人了解，中国生产销售这
种产品已经10多年了，到现在中国普
及率1%左右，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可
能会接近10%，成都也是大都市，但普
及率不足2%。那么问题来了——这种
用过的都说好的产品，难道成都人买
不起吗？问题出在了好东西没用过，用
纸用惯了，凭空猜测这东西，就这样错
过这种能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很可

惜！我通过自己和家里人的使用，确实
觉得它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好东西。它
不是奢侈品，它是必需品，我非常乐意
为这个产品在成都普及做一些事情。

笔者：免费试用活动很受欢迎啊，
但你为什么要采用免费试用的方法？

庞女士：我考察过20多个厂家上
百种产品，最终选择做樱之吉品牌的
总经销，一是这个品牌的产品技术领
先质量可靠，二是厂家愿意给客户提
供免费试用的机会，愿意为了普及推
广这种产品做出前瞻性的投入。所以
我在成都为成都家庭提供“免费装到
自己家、免费试用一个月”的活动，如
果不这么做，消费者不大可能会为了
一个听说过没用过的东西直接购买
啊，网上的产品更是不可能先试用。但
通过免费试用活动，就能在不花钱的
情况下深度了解这个产品，试用30天
后，可以选择购买，也可以选择退货，
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的产品品质够好，
我们专业团队的售后服务足够周到，
即使是试用不买、退货的顾客，总有一

天他想起这个东西好，也还是会再到
我店里买回去的，这也是我们的体验
活动很受欢迎的原因。

笔者：除了专卖店，有其他渠道可
以看一看试一试樱之吉智能马桶盖
吗？

庞女士：三圣乡的秀丽东方大家
都喜欢去，园区所有的公厕都是星级
标准，管理者很重视如厕卫生，给所有
无障碍厕所都安装了樱之吉智能马桶
盖，读者可以去秀丽东方游玩的时候，
初步接触我们的樱之吉智能马桶盖。

笔者：普通读者怎么参加免费试
用呢？

庞女士：打个电话就可以报名啊，
专卖店电话是13398156768，我们送货
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试用，自有房产住
户零押金。我们的专卖店在锦江区椰
树街276号，欢迎有时间来的客户光临
现场。通过试用能了解我们产品的技
术与可靠性，也欢迎跟网店同性能价
格做比较，我们经营者少说话，产品自
己会说话！ （曾婷）

让成都普通家庭用上
放心的智能马桶盖

——访樱之吉高端智能马桶盖四川总经销

（广告）

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所长、汽
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陈全世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车联网是实现无人
驾驶的基础。”

车联网是指按照约定的通信
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在人-车-
路-云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网络。

深圳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薛鍔峰此前表示，大智能交
通包括通讯基础设施、云计算、人
工智能、智能交通，而车联网是这
一切的起点。他表示，“车联网是把
车联到网上，跟手机APP、电脑、云
计算等目前的技术连接在一起。车
联网今后的演进方向必然是人车
协同、车车协同、车路协同的综合
智能交通体系。”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总工

程师、首席科学家王映民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道，“汽车发展既需要
智能也需要网联，两个特性都不能
丢，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最
大效用。”

车联网应用可以分两类：一是
把移动通讯设备直接安装在车里，
这种联网主要提供信息服务、娱乐、
远程办公等业务；另一类是V2X，可
以提供更高质量、更高可靠性的服
务，主要是可以提供主动安全保护。
这对于在自动驾驶方面尤其是交通
物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车 用 无 限 通 信 网 络 包 括
（LTE-V2X） 和（5G-V2X） ，前者
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的车联
网，后者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的车联网，分别支持于中低级别智能
汽车和中高级别智能汽车应用。

想像一下未来无人驾驶汽车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早上8点半，
汽车已经悄无声息地停在家门口，
等待送你上班；上路后汽车发现平
常走的路有点堵，自主选取了新路
线；由于路上匀速行驶，不仅能耗
降低，交通拥堵与事故也大幅减
少；路途中自动播放你最近喜欢的
音乐，或是你关注的新闻资讯；你
抵达公司后汽车自己去做共享汽
车业务，赚来的钱可以支付车贷；
下午5点，汽车准时到公司门口接
你回家。爱丁堡大学教授乔恩·欧
伯兰相信，无人驾驶“十年内一定
会实现规模应用”。

2018年1月30日，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了2017年工业通信业
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在会上说道，中
国于2016年初率先启动5G研发和
试验，在2018年1月召开的5G技术

研发试验第三阶段规范发布会上，
向参与的企业颁发了“课本”和“考
试大纲”，这标志着研发试验正式
进入了第三阶段，将推动5G系统
设备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为后续
5G规模试验和手机入网检测奠定
基础。

“当前，全球5G正处于标准确
定 的 关 键 阶 段 ，国 际 标 准 组 织
3GPP将于今年6月完成5G第一个
版本的国际标准”。张峰介绍道，

“2018年是5G标准确定和商用产品
研发的关键一年，标准、研发与试
验3项工作将同步开展。”

国家发改委意见稿显示，在基
础设施方面，我国宽带网络和高速
公路网快速发展、规模位居世界首
位，5G 等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具
有领先优势，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
面向全国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为
智能汽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车联网是无人驾驶的起点

5G系统设备进入商用研发阶段

宏达股份公告称，因情况变化，各方一
致同意解除此前签订的关于泰合集团收购
宏达集团和宏达实业的相关协议。相关协
议尚未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已履行的部
分，按照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条款
处理。

2017年9月，宏达股份公告称，控股
股 东 宏 达 实 业 与 泰 合 集 团 筹 划 重 大 事
项，可能涉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宏达股份实际控制人为老一代川商风云
人物刘沧龙，同时系宏达集团创始人、董
事局主席。

随后交易细节披露，泰合集团拟共斥43
亿元实现对宏达股份的控股。若交易完成，
宏达股份实际控制人也将从刘沧龙变更为
王仁果。

王仁果为近年来崛起的“川商新秀”，其
控制的泰合集团总资产突破600亿元，以金
融业为龙头，房地产、大健康、文化旅游、教
育、农业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旗下拥有泰
合健康（000790）、中金资源（01636。HK）等
上市公司。

在双方陷入连串风波后
泰合集团43亿入主宏达股份终止

经过4个月的拉锯战之后，知名川商刘沧龙的资产出售计划宣告终止。
宏达股份（600331）1月31日公告称，原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重

大事项，因《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合同协议的解除而终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更，控股股东仍为宏达实业，实际控制人仍为刘沧龙。

然而这场收购进展极不顺
利。在资产出售计划公布后，作为
出售方的宏达股份、作为接盘方
的泰合集团，都陷入了连串风波
当中。

首先是宏达集团和刘沧龙持
有的宏达实业部分股权，因宏达
集团与安信信托存在经济纠纷，
被安信信托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
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这导致宏
达集团和刘沧龙持有的宏达实业
部分股权被冻结，股权转让事项
自然无法推进。

随后，不甘心的泰合集团向
刘沧龙发起诉讼，要求其支付违
约金3.7亿元，并表示诉讼的最
终目的在于“促使完成本次股权
交易”。

再后来，宏达股份争夺亚洲
最大铅锌矿——云南兰坪铅锌矿
失败，价值千亿矿产被判归属云
南冶金集团等4位原告。刘沧龙不

愿十多年的辛苦付诸东流，目前
该案已上诉至最高院。公司表示
二审尚在进行之中，但二审结果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这之后，接盘方泰合集团实
控人王仁果突然“失联”，导致不
能正常履职引发巨大风波。直到1
月19日，泰合健康才发公告称王
仁果已恢复履职。

或许正是在各种难以想象
的困难面前，泰合集团、宏达股
份双方最终选择了“放手”，这场
备受关注的资产出售计划也草
草收场。

1月31日，宏达股份还发布了
业绩预增公告。预计2017年实现
净利润为2.1亿元到2.5亿元，同比
增加63.49%到94.64%。对于业绩
变动原因，公司称主要系锌价格
保持上行态势，产销量较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导致盈利能力进一
步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双方陷入连串风波刘沧龙终止出售宏达股份

5G延时控制在10毫秒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