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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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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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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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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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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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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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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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
长许艳华说：“中国一定会是智
能网联汽车商业应用的引领
者。”据新华社上海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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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
亩,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

售，电话：18003711111.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招聘

●河南鼎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招聘：交通规划师4名、软
件工程师2名、数据分析师、
测绘工程师、经营管理人员、
投标员、资料员、统计员各1
名，有意向者请登陆河南公
路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www.hnglgl.com）报名。

公告

●注销公告:洛阳粮满仓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410327330051839J）
经成员大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请各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合作社清算

债务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热源煤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66889
4323D)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相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安晨明：本委受理申请人高

世玲与你之间代持股份协议

纠纷仲裁案【（2019）郑仲

案字第0255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

(2019)郑仲案字第0255号裁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郑州仲裁委员会

二O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声明

●河南省立久置业有限公司，

因公司法人变更，原法人备

案的公司行政章及财务章（

备案号：4115010071880）声
明作废。原公司经手的债权、

债务由原公司法人个人承担。

●郑州市郑东新区丹尼斯贵族
音响设备商行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010160002
9690声明作废。
●河南超级犀牛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二七分公司公章遗失，编
码4101030240301声明作废。
●洛阳捷善商贸有限公司合同
章(4103290031958)遗失，
声明作废。
●洛阳联特商贸有限公司合同
章(4103290031955)遗失，
声明作废。
●李璟，学员证遗失，学员证号：
902201616032，声明作废。
●收据遗失声明:本人付大勇不
慎遗失河南展宇置业有限公
司2014年12月25日开具维修
基金收据号码1545279,金额
6853元;办证费收据号码1545
131,金额70元,特此声明丢失
●于浩丢失士兵证(证件编号兵
字第20170055041)声明作废.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铁北鸿举
烟酒商店(92410100MA44P2LY1Y)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苑彦彦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建
筑设计技术毕业证遗失,1275
01200906061811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华泰保险万利达
专属代理店营业执照正本(41
0181600377879)丢失声明作废。
●吴定西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丢失号410827197208080
516声明作废。
●余霞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学前教育(师范)专业毕
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439
11201606000691声明作废。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13级樊晶，高虹燕遗失河
南省信息工程学院专用票据
（军自考收据条）金额均为
6500元整，声明作废。
●河南汉盛国际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公章和发票专用章遗
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顺程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4910044513802;财务专用章

(编号4101810035381);法人

私章（蔡沃土）声明作废。

●本人何红立,身份证号后六位

201875,不慎遗失开封凯泽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开封

恒大文化旅游城E15-2-901室，

楼款收据4张,分别为:编号HK
DF0040507,金额220000元;编
号HKDF0054132,金额265908元
编号HKDF0054133,金额80000
元,编号HKDF0058104,金额20
000元,声明作废。

●河南全安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
597607525N财务章李丽法人

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伊川县永顺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伊川县博豪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好的很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尚亚利(性别，女)遗失洛阳

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证

书原件，豫教普专证字0741
030010720号,声明作废。

●郑幔幔，焦作大学装潢艺术

设计专业专科毕业证书遗失，

证书编号11522120150600
4591，声明作废。

●郑州方大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4101040030264)和法人章

(常海锋)遗失，声明作废。

●王晓荣遗失五龙新城香榭园

9号楼一单元501室购房发票

编号00387929（金额；972
606.00）身份证号41010319
5705280625特此声明。

●郭素平，身份证号：411081
197703094080，执业药师

注册证丢失，证号：412216
040512，特此声明作废。

●胡艳亮丢失雪佛兰牌汽车合
格证、环保证书、一致性证

书，车架号：LSGKE54A9LW0
14723LSGKE54A8LW013854,LS
GKE54A7LW014719,LSGKE54A1
LW014649,LSKE54A3LW014376,
LSGKE54A7LW014543,LSGKE54A
9LW014527,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关东烟酒店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
0102600507378声明作废。

●新郑市龙湖镇龙洋汽车配件
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8
4MA44UQRH3P声明作废。

●韩海堂遗失淮阳楚氏骨科医

院开具的河南省周口市医疗
住院收费票据1张,票据代码4
10214票据批次MB[2016]票
号0256474住院号20181100
483金额4123.14元,声明作废。

●邵巧梅（身份证号4101231968
10076343）不慎遗失四份与河
南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的购房合同（编号为0008
406）房屋位于农业路关虎屯
小区07组团b楼802号.特此声明
●荥阳市宏盛数码电器行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证号：41
01833113770；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证号：41012166011
5002；金税盘丢失，金税盘号

661514164916，声明作废。

●河南宝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22MA40G96F7K)正副本
及朱保林身份证(号码412726
196605054659)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瑞龙配件织造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27355
11549H(1-1)，声明作废。
●刘启迪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物流管理专业毕业证书遗
失，证书编号13789120120
6002025声明作废。

●莫远飞士兵证遗失,证号:兵字

第20170054632号,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梦儿日用品

商行(注册号4101016002419
93)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培林玩具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8782211020）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河南中土律师事务所韩智勇

律师执业证遗失，发证日期：

2019年8月26日，证号: 1410
1199510422382 ,声明作废。

●本人盖明伟(身份证号41232
4196207150616)不慎遗失

乳山松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收据1张和东方威

尼斯商品房定购书一张,收据

编号为0101377金额:50000
元(大写:伍万元整),定购书编

号为0000420,声明作废。

●卢宏沛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遗失,证书编号:水安C（
2013）0023830,发证时间:2
013年10月31日,声明作废。

●王永齐遗失由郑州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惠济分公

司开具的物管费保证金单(S
G2016090102)一张,金额214
59.90元,经营质量保证金单(
SG2016090103)一张,金额100
00元，POS机押金单(SG201609
0101)一张,金额5000元,履约

保证金单(SG2016090100)一张，

金额：107299.50元，声明作废。

●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建

行直属支行专户4100152601
0050006762的开户许可证（

Z4910000111701）一份遗失，

建行直属支行专户41001526
010050008032的开户许可证

（Z4910000140001）一份遗

失，声明作废。

上海颁发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

可尝试载人载货 自动驾驶渐行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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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展示的无人驾驶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