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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9日讯 随着人行
信号亮起绿灯， 斑马线两侧的
地面上也闪烁起了绿光……近
日， 长沙市人民路天时酒店门
口， 一条会发光的智能动态斑
马线悄然亮相， 今天正式投入
使用后， 行人对发光斑马线的
反响很好。

斑马线与人行信号灯配套

今日上午， 记者来到长沙市
人民路天时酒店路段， 宽约四米
的斑马线横跨人民路。 现场工程
人员介绍， 这些白色的长条块就
是半透明水泥砖， 当智能动态斑
马线启用时，这些“砖”将发出对
应的光。

长沙市交警支队交通工程设
施大队副大队长贾畅介绍， 这是
条智能动态斑马线，与人行信号
灯是配套的，当晚上或者白天光
线昏暗， 人行灯转为绿灯时，斑
马线边的水泥砖发出绿色的光，
开始闪烁。而在靠行车道停止线
的一侧有一排较小的红色发光
体，当绿色发光体发光时，它也会
相应发光，以提醒驾驶员。

施工方长沙市云朵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介绍， 发光体采用电磁

场发光膜材料，此装置均匀发光，
对视觉不会造成刺眼， 避免光源
对驾驶员和行人的干扰， 更好地
解决光线不足下的视觉确认，避
免发生交通事故。

发光体周边是长方形透明水
泥砖，防水耐温、抗震耐压，装置
均匀散光，不会产生刺眼的感觉。
发光材料和地面是齐平的， 开车
经过车子不会感觉到触动， 不会
打滑，行人走路也不会绊脚。

信号灯闪烁可提醒行人司机

天心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新
宇介绍， 发光斑马线试运行反响
很好。

“行人通过这个横道线时，不
光有边上信号灯的控制， 地上也
有相关的信号灯的辅助和提醒。
通过信号灯的闪烁， 行人特别是
一些‘低头族’可以更加准确的掌
握信号灯的状况。”胡新宇说：“对
机动车来说， 夜间机动车通行视
线不是很好时， 地面上的红绿灯
可以进行一定的控制， 这样可以
有效保障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
的分界更加明显， 保障他们的安
全出行。”

■实习生 张越 记者 虢灿

本报1月29日讯 今日， 国内
首趟血型家族主题专列正式在长
沙上线。 在寒潮还未褪去的冬日，
这辆穿梭于长沙的暖心地铁，为星
城长沙增添一股温暖气息。

“血型家族”， 又称“血型宝
宝”， 是湖南省血液中心近年重点
推出的专属于中心的公益IP形象，

结合地域特色，原型来自“辣椒”和
“血滴”，同时以“白衣天使”为情感
切入点，塑造出A型、B型、AB型、O
型4个血型宝宝卡通形象， 并赋予
了他们风格迥异、个性十足的人物
形象和性格特征。去年打造的血型
家族主题献血车/屋以及推出的一
系列血型家族衍生品深受献血者

喜爱。
29日上午10点， 记者

在地铁2号线万家丽广场站
登上这台专列，血型家族主
题暖萌造型引人驻足。“这
上面还有献血常识介绍，画
风也很有意思，大人小孩都
比较感兴趣。”带着孩子的
李女士说， 很幸运踏上这
趟专列， 让孩子了解无偿
献血知识。

记者发现， 六节车厢有
相应不同的无偿献血主题，
让专业的科普知识， 以简单
趣味的方式呈现在市民眼
前， 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献
血相关的知识， 如：“我可以
献血吗？”“如何献血？”“一袋
血液的旅程有哪些？”“无偿
献血者的优待政策” 等等。

湖南省血液中心党委委
员、副主任左正荣介绍，临近
春节，正值放假期间，街上流
动人群骤减，至元宵节前血库
存量或将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启动血型家族专列也是让更
多市民了解无偿献血，积极参
与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董恩

炫酷斑马线亮相星城，专治“低头族”
通过信号灯闪烁，提醒行人和驾驶员，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想邂逅“血型宝宝”？ 去地铁2号线吧
行走的献血百科：长沙启动国内首趟血型家族主题专列

瑞典当地时间1月29日，恒
大集团旗下瑞典电动汽车公司
NEVS与世界顶级超级跑车公司
柯尼塞格在瑞典首相府签订合
作协议，标志恒大造车进程再次
提速。业内称，此次恒大牵手“超
跑王”柯尼塞格，可窥出许家印
意欲打造世界最强电动车之目
标。

牵手“超跑王”柯尼塞格

1月29日， 恒大健康（0708.
HK）发布公告，旗下瑞典电动汽
车公司NEVS与世界顶级超级跑
车公司柯尼塞格签订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组建成立一家致
力于研发和生产制造世界最顶
级新能源汽车的合资公司，其中
恒大NEVS持股65%， 柯尼塞格
持股35%。同时，柯尼塞格的技术
专利和品牌将为合资公司所使
用。

记者注意到，此次的强强合
作备受瞩目。签约当天，瑞典首
相斯特凡·勒文、 瑞典工业与基
建部长Tomas� Eneroth、NEVS
大股东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
家印、恒大NEVS董事长蒋大龙、
柯尼塞格董事长Christian�von�
Koenigsegg、 恒大NEVS�CEO
兼瑞典研究院院长Stefan�Tilk
出席了同日在瑞典首相府举行
的签约仪式。

许家印欲造世界最强电动车
恒大NEVS联手“超跑王”柯尼塞格 造车按下加速键

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与许家印一行合影留念。

自去年宣布进军高
科技产业以来，许家印在
新能源汽车布局上大动
作不断。去年9月，恒大入
股广汇集团，拥有全球最
大汽车经销商广汇；今年
1月15日， 入主承袭“萨
博”基因的瑞典电动汽车
公司NEVS，为其新能源
汽车蓝图注入了纯正的
北欧工业基因；随后，入
主卡耐新能源， 获得可
靠且先进的动力电池核
心技术。至此，恒大通过
垂直整合， 迅速构建起
“整车研发生产平台+动
力电池研发生产+全球
最大的汽车经销渠道”
的完整新能源汽车生态
链， 在新能源汽车的赛
道上蓄势待发。

此次，恒大新能源汽
车与有着“幽灵跑车”之
称的柯尼塞格联手合作，
标志着恒大造车再次按
下加速键。 业内人士表
示，此次与柯尼塞格强强
合作，将成为恒大汽车布
局的重要一环，不仅为其
电动汽车注入世界最顶
尖技术，同时也让恒大在
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战略布局进一步拓宽，凭
借这些优势，恒大将快速
成长为世界领先的新能
源汽车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汽车行业的王者，柯尼塞
格已拥有全球最顶尖的
新能源汽车技术，尤其在
轻量化、 动力驱动系统、
电气化、智能驾驶等众多
领域早已实现世界领先。
对于目前已拥有世界级
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能
力的恒大NEVS而言，此
次与柯尼塞格的合作无
疑是如虎添翼。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
如果说入主NEVS， 是承
继了拥有75年历史瑞典
萨博汽车的深厚技术底
蕴，并购卡耐是完成了电
动汽车全产业链布局，此
次恒大NEVS与柯尼塞格
的强强合作，则是通过全
面的战略协同，进一步强
化恒大在全球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战略布局，助力
恒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
能源汽车集团。“可见许
家印是要造一台世界最
强的电动车。”

■记者 胡锐

资料显示， 柯尼塞格创建于1994
年，总部位于瑞典，专注于生产世界级
的超跑。柯尼塞格被誉为“幽灵跑车”，
一方面是因为LOGO标识像幽灵，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柯尼塞格所生产车型以
震撼的加速性能闻名， 犹如幽灵般掠
过，被誉为世界最快跑车。其量产车最
高时速超447公里 ，0-400-0公里仅
33.29秒，刷新了多项时速世界纪录，从
而使得该公司拿下“疯狂的世界纪录收
割者” 头衔。2017年11月， 柯尼塞格

Agera�RS获得了五项新的量产车世界
纪录。

另据介绍，柯尼塞格生产的车一般
需提前3-5年订货，这也令全球超跑车
迷趋之若鹜， 产品最高售价超1000万
美金。作为“最强超跑”，柯尼塞格在新
能源汽车技术方面也全面领先，拥有多
项世界领先的黑科技， 涵盖轻量化、动
力驱动系统、电气化、智能驾驶等领域。
其中柯尼塞格于2016年推出的插电版
混动超跑就被誉为一场行业革命。

造车加速欲造世界最强电动车

新伙伴也是新能源汽车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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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长沙地铁2号线万家丽广场站血型家族专列启动。 记者 张洋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