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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十九大新闻中心举办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党代表集体采
访记者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
记、部长苗圩回答了关于新能源汽车
健康发展的相关问题。

苗圩表示，去年在新能源汽车发
展过程中，出现了少量企业钻政策的
空子进行骗补，我们已经对五家汽车
制造企业进行了查处并处理。同时，
修改完善了补贴政策规定，再加上去
年年底，财政补贴政策退坡，退坡以
后一段时间确实对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有一些影响。但骗补是少部分企
业非法的行为，大部分企业还是好
的。

苗圩指出，在去年政策调整后，
年底产销量出现大幅度冲高，今年年
初大幅度回落。但是到三季度，我国
新能源汽车又恢复到正常发展的阶
段，1 月至 9 月份累计产销量比去年
同期都增长了 30%以上，现在我们月
产销规模接近 8 万辆，如果不出意外，
今年年底可能会比去年大概有 30%
左右的产销量增长幅度。“下一步，我
们还要密切关注这个产业的发展，采
取各种有效措施，扶持这个产业发
展。9 月 28 日，我们刚刚公布了双积
分管理办法，这就是支持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苗圩说。

据中国网

工信部苗圩:

今年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
有望比去年增长30%

长安汽车10月19日发布新能
源战略，宣布 2025 年将全面停止
销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谱系产品
电气化；2025 年以前，长安汽车将
通过全产业链 1000 亿元的投入、
调动一万人的研发资源，构建开放
共赢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具备高品
质的新能源汽车。

同 日 ，长 安 汽 车 还 发 布 了
CS15EV、逸 动 PHEV、新 逸 动
EV300三款新能源车型，进一步丰
富了长安新能源汽车产品谱系。
根据计划，2025 年前长安汽车将
累计推出 21 款全新纯电动车产
品、12款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

据新华网

驾考体验
挡位、灯光难倒考生

10 月 13 日上午 9 时，成都市民
王女士早早来到位于新都区龙虎镇
的驾考科目三考点，“这是我第二次
考科目三了，又碰上新规，所以很紧
张。”她到达考场后，先进行了模拟
考试，并仔细观察其他人的考试情
况，“前面连续三个都挂了”。

当天上午 11 时，王女士作为同
批次最后一个参加考试的考生，怀
着忐忑的心情坐上了考试车。

然而车开出没多久，她就因为
拖挡被扣了 10 分，“挡位和车速不
匹配，这是驾考新规新增的扣分
点”。之后，她又因为靠边停车时，
车身距离右侧边缘线大于30厘米、
未超过50厘米，再扣10分，“这也是
去年没有的内容”。

两次失误共扣 20 分，王女士未
能抓住当天的第一次考试机会。在
一旁稍作休息后，她再次出发。“没
想到这次犯了个低级错误。”她在起
步转弯时忘记开转向灯，直接被判
为不合格。

“挡位和灯光是难点，听说几个
学员都败在这个上面。”王女士说，
相比于旧的规则，驾考新规更加注
重对细节的考核。

按照规定，王女士十天后就可
进行下一次考试，但是她并不急着
考，“新规中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
方，我要多练习一下。”

记者走访
驾校19个学员遇新规
科目三只过了3个
当天 18 时，成都交建汽车驾驶

学校(下称交建驾校)主管驾考培训
的夏福金告诉记者，包括王女士在
内，当天驾校共有19名学员参加了

科目三考试，这也是驾考新规实施
后，驾校首批参加科目三考试的学
员。

“只有 3 个人通过，比以前少了
很多。”夏福金说，在新规实施之前，
该驾校学员科目三的通过率在75%
到88%之间。“但是今天的情况并不
代表新规实施后的合格率。”他说，

“因为考场上一些设备、系统还在调
整，考过一两场后再看合格率，才比
较准确。”

夏福金介绍，就当天的考试情
况来看，学员出错最多的地方是，
在公交车站或学校等处，未踩刹车
减速。“过去在这些地方都有语音
提示，现在则需要考生自己观察，
许多考生一紧张就会注意不到。”
他说。

除此之外，未按照车速调整挡
位；起步、转向、变道、超车、靠边停
车前，不使用或错误使用转向灯，都
是导致学员扣分或不合格的地方。

“新规更贴近实际路况，而且这
些内容教练都有教，只是因为过去
不考，学员不太注意。”夏福金表示，
学员只要按照教练的指导多加练
习，更熟悉新规内容，“顺利通过科
目三问题不大”。

趋势预判
成都8月科目三平均通过

率72%
新驾考实施后下降幅度较大

10月12日，成都一家大型驾校
负责人表示，目前来看，科目二虽然
增加完成时间限制，但学员对此有
应对，科目二变化不大，但科目三通
过率确实下降较大。该驾校的学员
规模、考试通过率长期位于成都地
区前列，数据颇有代表性。

记者了解到，今年 8 月成都市

约有43万人参加驾考，通过驾考约
32 万人，整体通过率为 75%。具体
来说，科目一和科目四的平均通过
率都比较高，均超过85%，科目三平
均通过率为 72%，科目二通过率最
低，平均通过率约为61%。

10 月 12 日、13 日，记者走访成
都多家驾校获知，由于国庆中秋长
假期间没有考试，从驾考新规实施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 10 月 9
日以来，近五天学员的考试情况显
示，科目二通过率较此前变化不大，
但科目三通过率下降明显。

不过，对科目三通过率下降明
显，上述驾校负责人持乐观态度，

“新规实施第一个月，不要说学员，
连教练都在摸索考试，通过率下降
是正常现象。”

教练支招
注意灯光、挡位多多练习

是关键
驾考新规实施后，如何顺利通

过科目三考试？拥有十余年教龄的
成都交建驾校教练夏福金，给学员
们支了几招。他介绍，总体来讲，挂
科学员主要是栽在灯光、回头观察
和语音提示上。

他说，首先在模拟灯光上，驾考
新规下，考试语音指令不再是固定
顺序，而是随机灵活变动，“这样一
来很多学员就慌了，死记硬背也就
不管用了”，这就需要考生在考试时
要灵活多变。而在起步、转向、变
道、超车时，学员更切记要提前打转
向灯，时间还要超过3秒。

其次，在经过人行横道、公交车
站、学校等地时，此前科目三考试会
有语音提示，学员听到语音再操作，
但现在语音提示没了，学员要自己
注意观察路况并作出减速等判断。

最后，驾考新规增加“回头观
察”，但很多学员没有理解到位，认
为回头观察时看不到前方路况比较
危险，加上考试比较紧张，干脆忘记
回头观察。对此他建议说，其实后
视镜也有盲区，学员可以快速回头
观察肩膀后40度扇形区域即可，也
并不需要完全把头扭回去看。

“合格率下降，只是暂时的。”夏
福金认为，新规非常注重实际操作，
需要熟练各种实际道路驾驶，养成
良好的安全文明驾驶习惯。学员不
能再单纯地进行应试训练，要勤加
练习，教练也不能只教学员死记硬
背几个动作。

驾考新规后全国各地情况
如何？

科目三通过率下降很普遍
驾考新规应用的范围为全国各

地，成都科目三通过率下降较大，其
他地区情况如何？记者梳理发现，
驾考新规后科目三通过率下降较大
已成为普遍现象。

10 月 14 日，浙江电视台报道，
据杭州公安交警车管部门介绍，综
合 10 月 9 日、10 日和 11 日 3 天数
据，科目三平均通过率约为35%，和
之前平均合格率 68%相比，下降一
半。

10 月 13 日，新华网报道，驾考
新规实施后昆明主城一驾校通过率
由 80%下降到了 60%，另一家驾校
科目三通过率由 70%下降到 40%，
甚至出现有考生因为恐惧新规而直
接弃考的现象。

10 月 12 日，现代快报报道，记
者到南京车管所尧新考点现场探
访，发现新规对科目二影响并不太
大，但科目三平均通过率下降明显。

据《华西都市报》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成员
约阿希姆·米勒 10 月 18 日提醒，如果
不做好防范工作，越来越多的汽车行
车电脑将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据德新社报道，米勒表示，“现在
的汽车就是会移动的电脑”，当行车
电脑连接上互联网后，黑客只需找到
没有防护措施的数据接入口，就可以
侵入汽车控制系统。尤其较老一些
的车型，行车电脑的防范措施往往不
充分。

米勒说，一旦行车电脑遭到攻
击，将有可能带来致命危险，例如黑
客侵入后随意进行刹车操作等。

米勒还认为，以往黑客攻击行车
电脑只是零星个案，但今后几年内，
这种攻击联网汽车的行为将不断增
加。

德国宝马汽车公司“未来移动”
项目负责人迈克·博雷什也认同米勒
的提醒。博雷什说，行车电脑中装入
没有防护措施的数据接口，原本是方
便汽车修理厂读取尾气排放数值，现
在这个接口已经有可能成为影响行
车电脑安全的漏洞。

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对此表示，
德国汽车行业将认真对待潜在威胁，
充分保障驾驶人和乘客安全。

据新华社

驾考新规让科目三难过
甚至出现“团灭”尴尬局面

驾考新规实施以来，科目三通过率明显下降，想要一次过？
老司机写的攻略您一定要收好！

在汽车十分普及的今天，
考个驾照会开车，已经成为基
本生存技能。说到考驾照，你
是否有一把辛酸泪？

从 10月 1日起，驾考新
规正式实施，记者走访四川成
都多家大型驾校获知，学员科
目二通过率变化不大，但科目
三通过率下降较大，甚至出现
“团灭”的尴尬局面。多名驾
校老师傅表示，学员科目三挂
科的主要问题出在灯光、调整
挡位、回头观察和语音提示
上。如何避免挂科？请你务
必看完。

长安汽车：2025 年停售传统燃油车

德国专家提醒
防范黑客入侵
行车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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