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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帶路」 建設影響力日益擴大
【香港商報訊】備受矚目的第二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
在即，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
導小組辦公室昨日發布《共建 「一帶
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報
告。全文約 1.8 萬字，除前言外，共

包括進展、貢獻和展望三個部分。

首屆高峰論壇成果全部落實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示，
2019 年是 「一帶一路」倡議第二個五年的開端，在過去的 5 年中，越來
越多的國家加入到倡議中，他們希望能在本屆論壇中了解到更豐富、更
有含金量的內容，而文件從三方面回應了外界的關心與訴求，也指出接
下來論壇要討論的重點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短期來看是對論壇的預
熱，而從長期來看，也是在指明未來 「一帶一路」推進的重點與方式。
5 年多來，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
積極響應，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影響力日益擴大。報告指出，2013
年以來，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扎實推進，取得明顯成效，一批具有標誌
性的早期成果開始顯現，參與各國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對共建 「一
帶一路」的認同感和參與度不斷增強。2013 年至 2018 年，中國與沿線
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超過 6 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於同期中國對
外貿易增速，佔中國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 27.4%；中國企業對沿線
國家直接投資超過 900 億美元，在沿線國家完成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超
過 4000 億美元。
報告指出，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着眼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則，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經濟全球化作出了中國貢
獻。2017 年 5 月，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召開，論
壇形成了 5 大類、76 大項、279 項具體成果，這些成果已全部得到落實。

華與 14 沿線國家實現 AEO 互認
【又訊】中國海關總署昨日稱，截至 4 月底中國已經與 14 個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實現 「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在第二屆 「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中國還將與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以及
新加入 「一帶一路」倡議的烏拉圭分別簽署雙邊《AEO 互認安排》，與
俄羅斯簽署《中俄海關 AEO 互認行動計劃》。

數讀 「帶路」 建設

●中國已與 125 個國家和 29 個國際組織簽署了 173 份合作文件。
●中歐班列已聯通亞歐大陸 16 個國家的 108 個城市，累計開行 1.3 萬列
萬列。
●5 年多來，中國與沿線國家新增國際航線 1239 條。
●2013 年-2018 年，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超過 6 萬億美元
萬億美元。
●2013 年-2018 年，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 900 億美元
億美元。
●截至 2018 年底，多邊開發機構開展聯合融資已累計投資 100 多個
多個項目，
覆蓋 70 多個
多個國家和地區。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業務範圍已覆蓋近 40 個沿線國家和地區。
●目前，中國已和哈薩克斯坦、巴西等 40 多個
多個國家簽署了產能合作文件。
●中國目前已和 24 個沿線國家簽署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協議。
●中國已與 57 個沿線國家締結了涵蓋不同護照種類的互免簽證協定。

靜止停放爆燃 再遭信任危機

特斯拉又「火
火」了
【香港商報訊】上海徐匯區一輛特斯拉 Model S 電動車，日前在屋苑地
下停車場停泊期間，突然起火爆炸，並波及旁邊汽車，最後燒剩下骨架。
隔天，西安一輛蔚來汽車也發生自燃事故。所幸，兩起事故均未造成人員
傷亡。不過，國內外知名電動車接連發生自燃，令公眾再度聚焦電動車安
全問題。尤其是在大力推動新能源汽車發展的當下，自燃事故不僅令特斯
拉、蔚來發展蒙上陰影，更令電動車產業發展面臨更多困境。

自燃的特斯拉屬
於 Model S 系列。

那些年
特斯拉那些事

72 萬豪車 冒煙到起火僅 3 秒
近年來，中國大力推動以電動車為代表的新能源汽
車發展。不過，在電動汽車得到大力發展的當下，汽
車電池自燃、起火這類事故屢見不鮮，電動汽車安全
性因此也受到廣泛關注。這不，新能源汽車的領導者
特斯拉再次發生自燃事故。
一條 「特斯拉在車庫內自燃起火」的視頻刷屏網
絡，視頻中顯示，4 月 21 日晚上 8 時 15 分左右，一輛
白色特斯拉轎車停在小區地下車庫車位裏，突然冒起
白煙，三四秒後 「嘭」的一下自燃，火勢較大，旁邊
的 奧 迪 、 雷 克 薩 斯 （ 港 譯 凌 志 ） 轎 車 也 因 故 「遭
殃」。特斯拉轎車已經被燒得只剩 「骨架」，幸無人
員傷亡。
據車主介紹，汽車是在 3 年半前以七折 72 萬元購買
的試駕車，一直無壞過，起火前幾小時才完成超級充
電，亦未過保修期，對事故感到驚訝。 特斯拉官方昨
日兩度回應事件，指第一時間派出團隊趕往現場，已
與車主取得了聯絡，正積極配合相關部門調查。

●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一輛特斯拉 ModelS 在位於
加利福尼亞州聖克拉拉縣的一家汽車修理店中起
火。當這台車被帶到拖車場後，再度發生自燃。
●2018 年 5 月，加州一輛特斯拉 ModelS 在碰撞後
起火，在明火被撲滅後，電池組又發生了兩次自
燃。
●2018 年 6 月，女演員麥肯馬考的丈夫駕駛的特斯
拉 ModelS 在洛杉磯道路行駛中毫無徵兆地冒煙起
火。
● 2018 年年初，重慶某小區的地下車庫中，一輛
特 ModelS 在未充電、未被碰撞的情況下發生自
燃。
●2016 年 1 月，在挪威的一家超級充電站中，一輛
正在充電的 ModelS 突然起火，整輛車幾乎被燒得
只剩架子。
●2019 年 2 月，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台特斯拉 ModelS 失控撞樹，電池組受到擠壓後起火，車門拉手
並未自動彈起，駕駛員不幸去世。燒焦的特斯拉被
拖至一個停車場，但數小時後這輛車又自燃了三
次。

起火原因 專家指向電池
對此，網友也自嘲， 「以後見到電車，有多遠躲多
遠，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奧迪：4 個 Q，特斯拉：
王炸！」也有網友直言， 「從冒煙到起火只用了 3 秒
鐘，如果車裏有人，根本來不及逃生。這應該是特斯
拉極其嚴重的安全事故！甚至比以往所有自動駕駛造
成的車禍都嚴重百倍！」
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認為，從
視頻來看，這輛特斯拉沒有充電，也沒有發生碰撞，
在完全靜止的情況下自燃，而且只有幾秒鐘時間就着
火。如果車主沒有進行改裝或者發生過誤操作的話，
車輛電池短路或者機身系統故障導致自燃的可能性比
較大。
華爾街見聞引述海外專家分析稱：大概率是鋰電池
短路造成的過熱引起的，就像近幾年的三星手機爆炸
事件。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場自燃事故，仍然有
待調查結果出爐。專家認為，由於車輛完全燒毀，對
於事故原因的調查會比較複雜、過程可能會比較長。

車輛幾乎燒毀。
車輛幾乎燒毀
。

補貼縮水無礙電動車繁榮
這輛白色特斯拉（左）自燃前停放在停車場。

超 50 起類似事故 特斯拉股價受壓
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自燃起火事件並不是第一
起。據不完全統計，特斯拉 S/X 系列電動車自上市以
來，在充電、行駛、碰撞中，發生了近 50 宗燃燒或爆
炸事故。
自 燃 事 故 也 引 發 特 斯 拉 車 主 們 紛 紛 跳 出 來 「吐
槽」。一位廣西車主自稱，剛剛到手不到一個月的特
斯拉 Model S 已經出現 「車牌燈一邊不亮，門響了」
等問題，並感慨： 「花了幾十萬買回來的質量真的有
點失望。」
另有特斯拉車主@繆宏陽氣憤地表示，請給老車主
一個解釋。大燈黃我們也可以忍，屏幕黃我們可以
忍，漏水我們可以忍，做工粗糙我們可以忍，車胎偏
磨我們可以忍，異響故障我們可以忍，肆意降價我們
可以忍。但是你突然分分鐘威脅我們的安全，且自燃
速度程度極快，我們不能忍 。
上海特斯拉自燃事故，也讓更多的人擔心車輛安全
問題。從網友的反應來看，這次事件有損特斯拉在公
眾心中的品牌形象。還有專家表示，如果是特斯拉的
系統性問題，對特斯拉來說就是一個災難性事故。崔
東樹分析，儘管這次自燃事件可能不會影響超級工廠
的進程，但必定會影響特斯拉在消費者心中的安全口
碑和品牌形象。如果不能快速反思、公布自燃起火的
原因，儘快消除公眾的顧慮，特斯拉可能會進入一個
低谷期。
值得注意的是，自燃事件發生後，Evercore 即將特
斯拉評級由超配下調至落後大盤，目標價 240 美元，
即下跌 12%。彭博數據顯示，特斯拉之前有 13 個買進
評級，9 個持有評級，14 個賣出評級，平均目標價為

● 2019 年 3 月 26 日，一輛特斯拉 Model S 在廣
州市某小區地下停車場自燃，當時既沒有充電也沒
有發生碰撞。

新能源補貼政策上月出爐，電動乘用
車最高補貼僅為 2.5 萬元，相對於 2018
年嚴重縮水 50%。其中，續航里程低於
250 公里的純電動乘用車將無法得到中
央政府的補貼。有分析認為，新能源汽車補貼退坡，
純電動汽車比其他車型不再有優勢。
數據顯示，2018 年中國電動汽車銷量增長近 62%，
達到近 130 萬輛。惠譽國際信用評級認為，今年這一
數字將達到 160 萬輛，中國電動汽車市場的迅猛增長
不會因為中方大幅削減補貼而減速。

也有分析認為，補貼退坡對於整個行業的來說，是
一種肯定的態度，更是一種推動。如果說純電動汽車
發展不好，那麼補貼應該繼續加大才是。正是因為純
電動汽車發展越來越好，補貼才會退坡。
而且，補貼退坡也會逼迫一些車企不得不 125.6
加大研發力度，只為了提升產品競爭力。
如果不加大研發力度，如果不能提供更好
的產品，那麼只能被淘汰。
因此，補貼縮水不代表就會漲
價，純電動汽車未來仍會取代傳
77.7
統燃油車。

新能源汽車仍是未來主流
特斯拉燒剩骨架，車牌依稀可見。
305.69 美元。除了自燃事件，特斯拉美國時間 24 日還
將發布業績數據，是股價走向的重要影響因素。

蔚來也自燃 電動車安全備受質疑
其實，不僅是特斯拉，投射到國內的新能源汽車領
域，電池技術及其安全問題也一直是行業難以繞開的
話題。就在特斯拉自燃事件發生隔天，國內知名電動
汽車蔚來也發生自燃事件。蔚來汽車當天在微博上發
布公告，稱當天下午西安蔚來授權服務中心一輛正在
維修中的 ES8 發生燃燒，蔚來工作人員和當地消防部
門一起，迅速趕到現場，現已撲滅明火。根據網上流
傳的圖片顯示，該輛 ES8 損毀非常嚴重，車架幾乎燃
燒殆盡。蔚來汽車表示，現場無人員傷亡，也無其他
財產損失，公司已開啟對燃燒原因的調查，會在後續
及時對外公布調查結果。
而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透露，據掌握的輿情信息顯
示，2018 年已發生新能源汽車起火事件 40 餘起。中科
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歐陽明高曾公開表示： 「電池
熱失控是電動汽車自燃起火的主因之一」，所謂電池
熱失控，即電池在短時間內到達一定溫度，會產生連
鎖熱反應。

有分析指出，這次補貼退坡其實是針對
續航里程不夠，質量不好的純電動汽車。
有的純電動汽車的測試續航只有 150 到 200
公里，真的上路就是 100 公里左右，即便是
上下班代步都需要 2 天一充電，根本無法滿
足用戶和市場需求，此舉就是要淘汰這類
車，避免有人繼續利用政策補貼賺錢。

近年中國電動汽車銷量高速增長
單位：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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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不選 2020 韓國瑜今或表態
【香港商報訊】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尚未表
態是否參加 2020 年大選國民黨內初選，韓之前提到
會儘快發表完整的聲明。他昨日表示，最快 23 日就
會發表聲明，但目前內部仍在討論，最晚這周一定
會出來，向大家解釋清楚。

民調：韓領先郭
韓國瑜當日中午出席活動時透露，聲明內容大概
涵蓋 4 個面向：第一是感謝海內外的關切；第二是
對國民黨內初選的態度；第三是對 「中華民國」未
來的擔憂及掛心；第四是高雄市未來需要的幫助及

蛻變。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強勢攪
局，但韓國瑜依然保持領先優勢。《美麗島電子
報》昨日公布民調顯示，34.8%民眾僅支持韓國瑜，
28.3%民眾支持郭台銘。其中，泛藍民眾 68.9%支持
韓國瑜，郭則有 44.6%。
無獨有偶，《聯合報》同日公布的民調顯示，四
位國民黨可能參選人，韓國瑜遙遙領先，26%民眾
拱韓代表藍營出征；郭台銘居次，支持度 19%；屬
意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或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者各
佔 13%及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