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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交通运输部发布《自动驾驶汽车
运输安全服务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南》的推出旨在适应
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趋势，鼓励和规范自动
驾驶汽车在运输服务领域应用，进一步保障
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输安全。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
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
为，没有实践，没有应用，就不能产生数据以
进一步优化自动驾驶技术。《指南》是一份面
向产业发展未来的政策，可进一步推动自动
驾驶技术的创新和落地，通过实践和时间来
检验技术的可靠性。

◆鼓励——

在封闭式快速公交系统等场景，使用自动
驾驶汽车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活动。

在交通状况简单、条件相对可控的场景，使
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

在点对点干线公路运输、具有相对封闭
道路等场景，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经营活动。

◆注意——

审慎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道路旅客

运输经营活动。
禁止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经营活动。

◆车辆要求——

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符合
国家和交通运输行业有关安全技术标准要
求，依法办理机动车辆注册登记，取得机动车
号牌、机动车行驶证。从事出租汽车客运、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自动
驾驶汽车还应当依法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从事城市公共
汽（电）车客运的自动驾驶汽车还应当符合国
家及地方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运营资质要求。

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投
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及保险金额不少于 500万元的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的自动驾驶汽车，还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人员要求——

从事运输经营的有条件自动驾驶和高度
自动驾驶汽车应当配备驾驶员，从事运输经
营的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应当配备远程驾驶员

或安全员。驾驶员、安全员应当经运输经营
者组织培训考核合格，掌握自动驾驶汽车使
用说明，熟知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线路风险情
况，具备紧急状态下应急处置能力。驾驶员
还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领域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和要求，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其他要求——

此外，征求意见稿提出，运输经营者在制
定运输安全保障方案时，应当明确自动驾驶
汽车运行线路远离学校、医院、大型商超等人
员密集场所。

在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时，应当按规定
停止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运输经营活动。

从事运输经营的自动驾驶汽车应当具备
车辆运行状态记录、存储和传输功能，向运输
经营者和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时传输相
关信息。

在车辆发生事故或自动驾驶功能失效
时，自动记录和存储事发前至少 90秒至事发
后至少30秒的运行状态信息。

运行状态信息应当至少包括：车辆基本
信息、控制模式变化情况、接收的远程控制指
令情况、运行状态、人机交互，以及车内外影
像情况等。 （韩忠楠）

交通运输部拟规定

鼓励在部分场景
用自动驾驶汽车
从事客运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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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
联汽车管理条例》8月 1日正式实施后，国
内多地也在积极试水加速自动驾驶车辆
上路的措施。

日前，重庆、武汉两地政府部门率先
发布自动驾驶全无人商业化试点政策，并
向百度发放全国首批无人化示范运营资

格，允许车内无安全员的自动驾驶车辆在
社会道路上开展商业化服务。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重庆、武汉两
地居民将在全国率先享受到全无人驾驶
出行服务，同时我国的自动驾驶也会迎来
高速增长拐点。

据了解，百度Apollo旗下自动驾驶出

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是重庆、武汉两城
政策放开后唯一获准运营资格的企业，该
平台将正式在上述城市开启车内无安全
员的自动驾驶付费出行服务。

其中，萝卜快跑此次在武汉市经开区
投入 20辆自动驾驶车（其中 5辆为远程驾
驶示范运营车辆）。 （据《证券时报》）

重庆武汉居民将在全国率先享受全无人驾驶出行服务

如今，以飞盘、棒球、射
箭、攀岩、拳击等为代表的运
动项目，融合了社交、时尚等
诸多元素，俨然成为西安人
全民健身的新潮流。这个夏
天，这些新兴运动，成为一抹
亮色。

夜 晚 的 西 安 ，热 闹 非
凡。在太白立交的一处足球场
上，一场飞盘比赛正在进行。
众多飞盘爱好者不断地跑
动、跳跃，传递着手中的飞盘。
赛场外，加油声不绝于耳。

张弓搭箭，屏气凝神，专
注自己的呼吸，右手轻轻松
开，离弦之箭朝目标快速飞
去。“当”的一声，正中10环。
在西安，射箭运动已经不再
是年轻人的“专属”，老人们
也希望通过它锻炼手臂、腰
腿的力量。

和多数运动相比，棒球
既不是简单的跑跳，也不是
简单的投球击打。在讲究礼
仪的赛场中，从本垒出发，奔

向一垒，得分！一球一棒，演
绎速度与激情。

拳击被称为“勇敢者的
运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爱
好者和专业体育运动员开始
加入其中，使拳击从过去的
竞技运动逐渐走向大众化。

时下，在全民健身的热
潮中，人们在运动中挥洒着
活力与激情……

马昭 摄影报道

西安人西安人
有了更多有了更多
运动新选择运动新选择

据中工网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其门户网站开设“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证书查询”专栏，公布了教师资格、注册会
计师、房地产估价师等 20个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查询网站和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
网查询系统。广大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可
通过官方渠道查询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避免上当受骗。

据了解，在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查询网站上，输入证书编号、证件号码
和姓名中的任意两项，即可进行一键验“证”。

据悉，前期，人社部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
集中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
作，清除了一批违法违规网页和信息，查处了一
批违规开展“山寨证书”发证活动的典型机构。
下一步，人社部将建立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
治理长效机制，为技术技能人才评价营造公正
清朗的良好环境。

人社部开设专栏

技能人才评价证书一键验“证”

本报讯（闫彦龙 许岗）8月 8日 14时 30分，
驻陕央企中铁二十局所属市政公司三亚海棠湾
房建项目部10余名参建员工火速赶至三亚第二
方舱医院建设现场，并立即投入医院病房供电
系统安装施工，以实际行动扛起央企责任担当。

当日 13时 30分接到援建任务后，中铁二十
局市政公司就第一时间要求公司所属三亚海棠
湾房建项目部，在确保员工做好自我防护的前
提下，高效做好方舱医院援建工作，助力当地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闻令而动，从令而行。三亚海棠湾房建项
目部立即组织召开紧急动员会，调集所需优质
资源，抽调骨干人员组成防疫安全、后勤保障、
现场施工3个小组，仅用半个小时赶到方舱医院
建设现场。

到达现场后，援建团队冒着高温，迅速进入

“战斗状态”，搬运、布线、分线、剥线、安装等各
道工序快速展开。截至当日 22时，已完成医院
病房500个床位的供电系统安装。

“目前，三亚疫情持续发展，新增感染者数
仍处高位，方舱医院建设时间十分迫切。”中铁
二十局市政公司援建团队负责人李桢旺说，援
建团队要在 3到 4天内完成方舱医院隔离病房
50%的供电系统安装，任务非常繁重，他们将采
取轮流作业方式实现 24小时施工不间断，与时
间赛跑，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援建任务。

据了解，三亚第二方舱医院分病患休息区、
洗漱区和医护人员休息区，可容纳床位2000张，
预计 8月 11日前建成。该医院投入使用后，将
有效缓解当地医疗资源紧张局面，保障正常医
疗服务需求，为三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有力保障。

火速驰援三亚方舱医院建设
中铁二十局员工

本报讯（白圩珑）8 月 8 日，陕西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统计
局、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
知，明确 2022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相关参数。

通知中提到，根据统计数据，2021年度全

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78520 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我省 2022 年度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核定个
人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 235560 元，下限标准
为 47112 元。

我省本年度职工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确定

本报讯（王赫 赵颖茹）继5月20日5年期以
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 15个基点至
4.45%后，西安房贷利率一路走低，目前西安首
套房贷迎来了十年来的低值，最低利率仅4.3%。

8月 8日，笔者了解到，目前，西安首套房贷
仍执行 30%的首付比例，5年以上首套房贷利率
在 4.3%～5%之间。其中，重庆银行首套房贷利
率最低，为 4.3%；邮储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
行、北京银行为 4.35%；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平

安银行、昆仑银行、交通银行首套房贷利率较
高，在4.8%～5%之间。在二套房贷方面，各家银
行利差并不明显，5 年期以上贷款利率在
5.15%～5.25%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若借款人家庭在西安非限
购区域已有一套住房，且名下无未结清房贷，执
行首套首付和首套利率政策。业内人士表示，

“降息+降低标准”政策，对于刺激住房消费和稳
定消费市场有着积极作用。

西安首套房贷利率低至4.3%

本报讯（席晨）日前，咸阳市渭城区卫生健
康局首批引进的 2辆核酸流动采样车正式“上
岗”，以“固定+流动”互补互促的方式，打通核酸
采样“最后一米”，有力促进防疫工作的开展，进
一步织密扎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网。

本次引进的“流动采样车”车长3.5米，宽1.5
米，车顶设宣传小喇叭。在“车动人不动”模式
下，医护人员可透过车窗玻璃对人群进行核酸

采样。每次完成采集、送样后，可通过紫外线对
车辆内部进行消杀防疫，确保车内环境安全，实
现全程闭环管理。

连日来，流动采样车穿梭在渭城区的大街
小巷，招手即停、随停随采，最大限度满足了市
民的核酸检测需求。同时，流动采样车驶进工
地、厂矿、学校，工作人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孕
妇、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精准服务。

咸阳渭城区首批核酸流动采样车“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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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武锋）8月 6日，随着最后一个封锁
点的结束，国铁西安局安康电务段对西康线集
中修施工画上了圆满句号。

从7月8日至8月6日，该段对西康线设备进

行大规模集中整修。科学编制集中修施工方
案，明确13项责任分工、制定70项安全风险防控
措施，共完成西康线主体施工继电器更换60台、
更换桥枕8528根、钢轨打磨150.53公里。

国铁西安局安康电务段：西康线集中修圆满收官

本报讯（全阳）近日，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庆华公司组织民兵支援力量分队开
展军事训练，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训练考核。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了民兵排 3个党小组，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立足岗位、以训代战，
提升青年民兵的战斗力、凝聚力。

庆华公司：民兵支援力量分队通过军事训练考核

本报讯（贺阳）近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213所与华丰公司在西安签署了协同创
新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将进一步促进火工品
技术创新体系深度融合。

双方将在重大科技项目论证、预先研究、型
号科研联合研制、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开
展全方位深入合作。加强双方在设计与工艺协
同方面的合作，为技术交流搭建好平台。

中国兵器213所：与华丰公司签署协同创新合作协议

本报讯（段孝文）从2021年到今年7月，陕煤
集团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二号井共征集到职工
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120余条，兑现率达到 85%
以上，稳定职工队伍，保障安全生产。

该矿坚持在职工中开展征求合理化建议活
动，重点围绕安全生产、智能化建设、环境保护、
企业文化、后勤保障以及职工福利待遇等方面，
多途径听取职工的意见建议和诉求。

韩城矿业桑树坪二号井：职工合理化建议兑现率达85%

本报讯（付黛佳）8月 4日，延长石油燃气集
团在榆林市清涧县韩家硷村举行小杂粮加工厂
揭牌仪式暨2022年教育助学捐赠仪式。

小杂粮加工厂的建成，将助力韩家硷村有

效解决农产品加工成本高、效益低、推广弱等问
题。从 2015年开始，燃气集团先后在韩家硷村
投入 12万元用于教育精准帮扶，减轻家庭经济
负担，防止返贫发生。

延长石油燃气集团：举行小杂粮加工厂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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