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何心悦 贺志泉）6月 25日，记
者在街头采访了 30名郑州市民，
近半数市民表示，支持取消“老人
卡”提示音。市民朱先生认为：

“每个人心里都有种‘不服老’的
精神，上车就提示‘老人卡’，从老
人们的心里面来说肯定不好受。”

当然，站在不同的角度，大家
的想法也不同。郑州市公交公司
一张姓车长说，他并不支持取消提
示音，“有声音可以提醒车上的年
轻人为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让

座。”几名年龄在70岁上下的市民
也表示，取消不取消提示音无所
谓，很多年轻人看到老年人上车就
会主动让座。对此，郑州市公交公
司一位车长表示，公司目前还没有
取消“老人卡”提示音的举措，但是
会认真倾听网友和市民的心声。

很多网友点赞认为，这样能
让老人感到被尊重。@忙大神：挺
好的，现在时代变了，一些老年人

的心态也日趋年轻化，但尊老敬

老是不变的。有时候我给他们让

座，对方会说声“不用，谢谢”直接

拒 绝 我 。 一 上 车 刷 卡 音 就 强 调

“老人”身份，确实不妥。

也有网友表示提示音没什么
不好。@爱ambest：不用太在意，

老年人、青年人、儿童，这都是对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称呼，仅此而

已。

当然，在“低头族”泛滥的当
下，网友表示取消提示音会降低
让座率。@今天夕阳也很美啊：还
是需要有辨识度的声音，这样就

可以提醒低头玩手机或者眯着眼

睛休息的人，有老人上车了，就可

以让座啦。不然有时候在玩手机

真不知道有老人乘车。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刘英基认为，取消老
人公交优惠卡免费卡提示音是
尊重老人隐私，更人性化的举
措，值得肯定和赞扬。尊重老
人、善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各类公共服务行业为老人
提供免费或优惠服务是应有之
义。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很多老年人的独立精神和隐私
意识也不断增强，因此，“老人”
的声音既提醒老人自己“老了”，
又在提醒周围人，显然这是一个
不良的“提醒”。取消老人公交优
惠卡免费卡的提示音，看似一件
小事，实则是“尊老”意识的升
华。为取消老人公交优惠卡免费
卡提示音的“小”举动点赞，更希
望这个“小”举动能撬动“大”的社
会文明，让我们的城市文明建设
再上一个新台阶。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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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尚杰

早在上世纪末，国家已经把电动
技术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弯道超车的关
键。进入新时代，电动汽车更是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核心。

6月 25日，恒大宣告入主美国新
能源汽车公司 Faraday Future（下
称 FF），同时委派恒大集团董事局副
主席、总裁夏海钧担任公司董事长，成
功打响进军高科技的第一枪。

恒大强势入主FF
打响进军高科技的第一枪

在恒大健康（HK.0708）发布的公
告显示，以 67.467亿港元收购香港时
颖 公 司 100% 股 份 ，获 得 45% 的
Smart King 公司股份。据了解，在
Smart King组建时，时颖投资 20亿
美 元（已 投 入 8 亿 美 元）占 Smart
King公司 45%股份，原FF股东以FF
公司作价入股占Smart King 33%股
份，公司管理层占股22%。这意味着，
恒大藉由本次收购，已成为 Smart
King第一大股东，并正式入主FF。

事实上，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早
在业界预料之中。今年年初，恒大就
提出要积极拓展高科技产业，新能源
汽车作为最具发展潜力的高科技领域

之一，自然成为恒大的上佳选择。恒
大成功入主FF，标志着恒大成功打响
进军高科技的第一枪，为公司打造百
年老店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Smart King 全资持有
“FF美国”和“FF香港”，而备受关注
的广州南沙研发生产基地则由 FF香
港全资持有。这一股权结构相当于打
通中美之间的技术壁垒，中国同步应
用 FF 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技术。
这一架构安排，也意味着恒大把世界
顶尖新能源汽车技术全面引入中国，

将助力中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增强
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从汽车大国走
向汽车强国。

推动汽车产业转型
提升新能源汽车竞争力

作为FF首款高端车型，FF91历经
4年研发，拥有众多开创性以及颠覆传
统的运动性能、人工智能、极致互联性
能和超感用户体验，百公里加速时间为
2.39秒，最高续航里程700公里，搭载

30多个智慧感测器和智能升降3D镭
射雷达，拥有无人自动泊车、面部识别
技术、无缝进入系统等先进技术。同
时，其构建了智能互联生态系统，拥有
多达10块超级大屏、光速网络入口，打
通车内娱乐、内容和云服务，实现移动
办公、娱乐休闲等智慧生活场景。

FF91的多项性能和技术指标已
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超越目前世界上
所有的电动汽车品牌，例如在2017年
全美顶级赛事派克峰拉力赛中，FF91
以超越特斯拉 Model S 逾 20 秒的

成绩打破全球纯电动汽车纪录。
行业专家表示，目前国内新能源

车企众多，但尚未有具备国际竞争力
的民族品牌，恒大作为龙头民企，投入
巨额资金引进全球顶尖的新能源汽车
技术，不仅弥补了核心技术短板，大大
提升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

引入全球最先进技术
助力汽车强国战略

汽车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

业，是国家制造实力的象征，新能源汽
车是我国抢占汽车产业未来战略的制
高点，更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由
大变强的重要突破口，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

而此次恒大收购的 FF则拥有着
全球最顶尖的技术水平，并将在国内
实现投产。记者了解到，此次恒大收
购的 Smart King 全资持有“FF 美
国”和“FF香港”，位于广州南沙的研
发生产基地由 FF香港全资持有。通
过上述架构安排，就可在中国同步应
用 FF美国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技
术。

据了解，FF是一家全球顶尖的新
能源汽车公司，在多项技术指标上已
全面领先行业标准，实现了动力系统、
车辆平台、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计算
平台、互联网系统等六大领域的技术
变革。其在中美两地提交申请专利接
近 1500件，获得专利超过 380件，如
大负载电力输出技术及T型逆变器率
先获得美国专利，自主研发的充电设
备效率达200千瓦/小时。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电动
汽车企业的技术与世界巨头差距明
显，此次恒大入主 FF，全面掌握全球
最先进的技术，并做到研发同步共
享，有助于实现中国汽车强国的战略
目标。”

助力汽车强国崛起 恒大入主FF加速中国新能源车升级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
霄 实习生 贾永标）在郑州使用共享
单车，有望全面告别押金时代。6月25
日，摩拜单车宣布新增 19座城市进入
免押名单，其中包括郑州。加上此前
已在郑州实行免押的哈罗单车和青桔
单车，郑州已进入国内“免押大战”
一线城市。

此番摩拜在郑州推出的是“免
押+折扣”的组合拳，力度之大或从侧
面证明了郑州市场的重要性。据了
解，无门槛免押依然为摩拜推行的重
点。新用户无需信用分即可免押金骑
行，而老用户则可随时申请退还押金
且不影响正常骑行。

免押服务之外，摩拜还在郑州推
出了限时折扣月卡、季卡。原价 20元
的月卡如今打2折售价4元，而原价60
元的季卡如今仅需10元。

对此，哈罗单车相关人士称，他
们对摩拜推行免押非常欢迎，并希望
所有共享单车企业都能在全国范围
内实现免押骑行。在维护行业健康
发展的过程中，哈罗迈出了第一步，
很高兴该举措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与跟进。

随着摩拜在郑州推行免押，郑州
市民骑行共享单车基本已迈入免押时
代。

以当前市面几家共享单车企业为
例，除 ofo小黄车外，哈罗单车和摩拜
单车均对郑州用户开放免押骑行服
务，就连前不久刚刚登陆郑州的青桔
单车也引入了芝麻信用认证，免去了
用户缴纳押金的环节。

免押大战“三国杀”再次上演，
足 见 郑 州 共 享 单 车 市 场 “ 拼 杀 激
烈”。相关人士表示，共享单车企业
陆续推行免押服务，意味着共享经济
的押金时代将迎来一个新的拐点，此
举释放了对用户的信任，也标志着共
享 单 车 企 业 正 在 逐 步 告 别 押 金 模
式。③9

本报讯（记者 梁振廷 尚杰）进社区、下基层，关注民
生！从 5月 5日至 6月 23日，河南日报客户端携手推广
大使利用周末先后走进 6个社区，举行普法宣传、“邻里
节”和暑期学生安全教育活动，积极宣传推广河南日报客
户端，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6月 23日上午 9点，郑州市辖区的推广大使走进郑
东新区圃田乡河沟王村，本期活动主题为暑期学生的安
全教育。推广大使冯小霓、刘建伟、张静静等还给孩子们
带来了各种学习用品和玩具。这已经是“河南日报客户
端推广大使社区行”系列公益活动的第六场。

据介绍，今年6月1日，客户端100名推广大使招募
完毕。这些推广大使来自不同行业，分布在全国各地乃
至国外，他们在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宣传推
广河南日报客户端。下个月“客户端推广大使社区行”公
益活动将继续进行，与更多的市民面对面交流互动，力所
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民生问题。③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钧彦 庞则龙 实
习生 高若林）5月 28日以来，河南手机报联袂抖音一起
推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家乡变化抖一抖”特别报
道，截至6月25日，已有抖友上传1169个原创短视频。

在这些视频中，不少抖友各种“抖”自己家乡美。
这不，抖友@让你种植更轻松就上传了自己第一次操作
无人机打农药的短视频。有网友评论道：“666，这波操
作我给满分。”

抖友@微尘则上传了一条与农村舞狮有关的视频。
有网友评论说：“现场敲锣打鼓的热闹劲儿，好像透过
屏幕就能感受到。”

而抖友@咕叽咕叽则在15秒的视频中，通过相同的
人物和场景，不同的着装和音乐，“致敬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

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想要
参与了。参与方式：登录 http://hnsjb.cn/Z32iIr 快来
参与活动“抖”出你的家乡美！③9

6 月 22 日，大河网报
道了《多地公交不再说“老
人卡”引热议 网友：换个
说法更暖心》一事，引发网
友关注，仅在“今日头条”
上的阅读量就超过百万。
6月 25日，记者围绕此事
进一步采访，让我们一起
来听听郑州市民、公交车
长和专家的观点。

专家观点

“免押+折扣”郑州“骑友”有福了

5折
（现售10元）

无折扣

ofo小黄车

1折
（现售2元）

无折扣

滴滴青桔单车

2.5折
（现售5元）

2.5折
（现售15元）

哈罗单车

摩拜单车

2折
（现售4元）

1.6折
（现售10元）

目前进驻郑州的共享单车企业主要有

ofo小黄车、摩拜单车、哈罗单车以及滴滴

青桔单车，除 ofo小黄车外，其余三家均已

在郑州推行免押服务，并推出了不同折扣力

度的骑行月卡和季卡。

月卡 季卡

制图/单莉伟

@小暖-YOUXIbaby：押金今天早上退的，突然

多了 299元好开心。

@水青风扬：免押金，才有“钱途”……

@猪脚好吃：这才是正确的“姿势”，免押金就来得

彻底点。

@南窗如寄：这下在郑州骑行更方便了，点赞！

@蚂叩丛园：竞争这么激烈，但我还是选择步行，毕

竟锻炼身体。

融媒矩阵

走进基层 关注民生

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广大使
社区行公益活动人气爆棚

和手机报一起“抖”出家乡美
目前已有抖友上传1169个原创短视频

网友热议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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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之变，小举动彰显大文明“嘀”

扫一扫
观看视频
和更多内容

扫一扫
看原创视频

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广大使社区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
参与。②23 吴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