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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五星级饭店被
“摘星”

特斯拉、蔚来相继
“走火”

电动车自燃重创消费者信心
特斯拉地下车库自燃，
还烧坏了停在
旁边的几辆车，
昨天特斯拉自燃的消息引
起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昨天下午，一辆
维修中的蔚来汽车也发生自燃。目前，
事
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但消费者购买电动汽
车的热情无疑会受到重大打击。工信部
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127 万辆和 125.6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59.9%和 61.7%。随着我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
车辆和电池的安
全性是整个行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我晚半个小时停车，或者一直
在车里，晚走半个小时呢？”该辆特斯拉
的车主表示非常后怕，他停车入库后不
过半个小时就发生了燃烧。这辆特斯拉
是他约 3 年半前购买的，型号 Model S
P85，他表示没有私接充电线，也没有安
装充电桩。
昨天一早，特斯拉官方回应表示，派
出团队赶往现场，正在积极联络相关部
门并配合核实情况。昨天晚间，特斯拉
对外表示，已与车主取得联络，正配合相
关部门调查，并以最大努力协助处理相
关善后工作。

特斯拉自燃烧到只剩框架

自燃事故引发车主安全焦虑

一辆停放在地下车库的特斯拉轿
车，车底突然有白烟冒出，大约 6 秒后，烟
雾迅速扩散，车身突然发出强烈火光，很
快，整辆车都湮没在大火之中。21 日晚
间，微博上突然流传出一段地下车库监
控录像，一辆特斯拉猛烈自燃，并烧坏了
旁边的几辆汽车。
随后，
消防部门披露，
21日20时32分
许，
上海市徐汇区文定路某小区地下车库发
生火灾，
经扑救，火灾于 21 时 18 分熄灭。
起火部位在地下一层，
有特斯拉、奥迪、雷
克萨斯 3 辆轿车发生燃烧，
其中，
一辆特斯
拉新能源轿车烧损较严重，
另两辆车不同
程度烧损。现场无人员伤亡。火灾原因
和财产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

事情发生后，
不幸被
“误伤”
的奥迪被
网友称作“史上最无辜奥迪”，
“停车可千
万别停特斯拉旁边”
“奔驰漏油，
特斯拉自
燃，还有啥车能买？”；也有网友表示因此
放弃了购买特斯拉的念头；
甚至有人贴出
恶搞图片称，
车主手机收到特斯拉 APP 的
推送消息
“您的车子正在燃烧”
。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昨天下午，造车
新势力的蔚来汽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22 日午后，西安蔚来授权服务中心一
辆正在维修中的 ES8 发生燃烧。明火已
扑灭，现场无人员伤亡，也无其他财产损
失。蔚来已开启对燃烧原因的调查，会
在后续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
“这热点也蹭？”该消息导致昨天蔚

本报记者 董禹含

来美股盘前大跌超 6%。一时间，电动汽
车的安全性备受质疑。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特斯拉第一次
发生自燃。2018 年，重庆某小区地下车
库中，一辆特斯拉 Model S 在未充电、未
被碰撞的情况下发生自燃，被物业及时
扑灭；2019 年 3 月，一辆特斯拉在广州某
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生燃烧事故。
此外，特斯拉还曾多次被曝出车祸
燃烧的情况。如 2019 年 2 月，一名特斯
拉车主在佛罗里达行驶时发生车祸，导
致车辆被大火包围，车主当场死亡。初
步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特斯拉电动车已
经发生约 50 起行驶、碰撞和充电导致的
燃烧、自燃及爆炸事故。
目前，特斯拉还没有公布过相关燃
烧事件的具体原因。其 CEO 埃隆·马斯
克曾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美国每年
有 15 万辆汽车起火，美国人每年行驶约
3 万亿英里，这相当于每行驶 2 千万英里
就有 1 辆汽车起火，而特斯拉在超过 1 亿
英里的行驶里程内只发生了 1 次火灾，安
全性远高于传统燃油车。

电池自燃是以往起火主因
电动车燃烧概率低于燃油车的说
法，并不能让消费者打消焦虑。此前，国
内已有多起电动汽车燃烧事件发生。
2018年8月，
成都一辆威马EX5在威
马汽车研究院园区内发生自燃；
广州街头

一辆力帆650EV起火；
9月，
合肥一辆奔驰
电动汽车起火；10 月，北京海淀区一辆长
安奔奔 EV 起火……数据显示，
从 2016 年
1月到2018年12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起火
事故共发生了59起。其中，
新能源乘用车
起火33起，
新能源商用车起火26起。
据统计，充电场景是起火的高发场
景，占比达 50%；而起火事故的原因中，
动力电池自燃占比为 31%，主要是由于
锂电池发生内部或者外部短路后，短时
间内电池释放出大量热量，温度急剧升
高，
导致热失控。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欧阳明高曾指出，经过对一
些起火事故的分析，发现主要原因还是
企业为了保证市场供应量，在设计、制
造、验证、使用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守相关
技 术 标 准 和 规 范 ，忽 视 了 对 质 量 的 要
求。此外，部分用户对新能源汽车的充
电操作、维修保养也不够规范。今年 1
月，中汽协等联合发布《电动汽车安全指
南》，其中明确，虽然电动汽车和传统汽
车驱动方式不同，但依然需要进行日常
的保养维护，需要对电池系统和电动机
等高压部件进行日常保养。
此外，几起电动汽车自燃事件恐怕
还会对小区、地下车库安装充电桩产生
负面影响。一直以来，安全性一直是小
区物业不同意车主安装充电桩的原因，
这就导致一些车主充电难，从而影响电
动汽车的普及。

二代征信无明确上线时间表
本报讯（记者 董禹含）近日，央行将
上线新版征信报告的消息引发关注。昨
天，央行举行媒体沙龙，对于征信系统升
级优化进展情况进行回应。央行称，新
版征信报告考虑采集“共同借款”信息
等，但目前征信系统升级优化工作仍在
进行当中，并无明确的上线时间表。金
融机构和社会公众查询的信用报告没有
变化，暂无所谓的新版信用报告。

2006 年，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
人征信系统正式上线。信用报告已成为
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行为的“经济身份
证”。目前，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已采集
9.9 亿自然人、2591.8 万户企业和其他组
织 的 信 息 ，分 别 接 入 机 构 3564 家 和
3465 家，年度查询量分别达到 17.6 亿次
和 1.1 亿次。
央行征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新

版信用报告增加了一些信息，如：个人
基本信息中增加了国籍等信息，信贷信
息 中 增 加 了 共 同 借 款 、个 人 为 法 人 担
保、法人为个人担保等信息。
“ 仅就本次
升级而言，由于升级前后向征信系统报
送数据的机构和数据种类没有大的变
化，因此，对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不会
发生太大变化。”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征信系统尚未

采集个人水费、电费缴费信息。新版信
用报告设计了水、电、电信等公用事业缴
费信息的展示格式，但在实际采集时，将
与相关数据源单位协商，在数据源单位
取得信息主体授权同意后才报送数据。
同时，新版信用报告考虑采集“共同借
款”信息。所谓“共同借款”是指一笔贷
款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借款人共同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的借款。

本报记者 李远飞
今天是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世锦赛选
拔赛的最后一天，8 个奥运项目的比赛已
经全部结束。中国跳水队在 3 米板上的
世锦赛人选已基本浮出水面，但在 10 米
跳台上还有悬念。
奥运会前一年的游泳世锦赛参赛资
格，
对于每一位志在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跳
水运动员而言，都可谓志在必得。因为 4
年前喀山游泳世锦赛上，
中国跳水队派出
的 15 名运动员中，有 14 人最终出现在了
次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不难看出，
奥运会
前一年的游泳世锦赛参赛资格，
对于中国
跳水队的奥运会人选确定具有何等分量。

带一路”
倡议的号召下，
不断推动自身
产品和服务在境外市场的应用，
通过
服务、
技术、
标准和网点的输出传递国
内发展成果，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同时，
中国支付产品在境外市场
的本地化应用步伐加快，
通过与境外
支付机构的合作，
银联二维码标准提
升了当地持卡人的便捷支付体验，
多
家非银行支付机构在港澳台和东南
亚部分地区独立或与当地机构合作
发行本地版手机钱包，
丰富了市场支
付服务内容。

股指期货交易再迎松绑
本报讯（记者 孙杰）昨天，股指
期货再次迎来大松绑。按照此前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布的监管新规，
自 4 月 22 日起，进一步调整股指期
货交易安排。这是 2019 年以来股指
期货交易规则首次改动，也是 2015
年股市异常波动之后，
为恢复常态化
交易所作的第四次调整。
所谓股指期货，即股票价格指
数期货，就是以股票指数为标的，交
易双方以成交价格为约定价，在未
来约定的时间，双方按照约定价格
用现金的方式进行交割。股指期货
带有杠杆性质，是市场行情的放大
器，可能会加大市场波动。自 2015
年股市异常波动后，近 3 年的时间

里，三大股指期货交易几近全面受
限。同时，股指期货还提供了对冲
市场波动、进行套期保值的工具，因
此市场上呼吁放开股指期货交易的
声音一直不断。股指期货在 2017
年 2 月、2017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
已三次松绑。
此次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再次
推出监管新规，对其进行松绑，主要
调整内容为：将中证 500 股指期货交
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2%；将股指
期货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
调整为单个合约 500 手，套期保值交
易开仓数量不受此限；
将股指期货平
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
额的万分之三点四五。

北九州和葡萄牙的里斯本也向国际
乒联提出了申办 2022 年世界乒乓球
团体锦标赛的申请。
在昨天举行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
上，
三个申办城市轮流进行了陈述，
经
过与会代表的投票，
成都最终战胜北
九州和里斯本，
获得了国际乒联 2022
年世乒赛的举办权。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简称
“世乒赛”
，
由国际乒联创办，
该
项赛事与奥运会、世界杯并称为乒乓
球世界三大赛事。该赛事每两年举办
一届，
其中奇数年为单项赛，
偶数年为
团体赛。中国北京、
天津、
上海、
广州、
苏州曾举办过世乒赛。
此外，美国休斯敦获得了 2021
年世乒赛单项赛举办权。

丁俊晖晋级世锦赛 16 强

4 月 21 日，中国选
手吕会会在比赛中投
掷标枪。 新华社发

梦之队世锦赛选拔 十米台上还有悬念
就已经锁定了世锦赛参赛名额，
比如两次
选拔后的四个 3 米跳板项目。在两站比
赛中，
2017 年布达佩斯世锦赛男子 3 米跳
板冠军谢思埸都获得了男子单人 3 米板
的第一名，
里约奥运会该项目冠军曹缘都
获得了第二名。在男子双人 3 米跳板比
赛 中 ，谢 思 埸/曹 缘 组 合 也 都 获 得 了 第
一。女子 3 米板的情况与男子 3 米板类
似。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施廷懋包
揽了两站比赛的单人 3 米板冠军，王涵获
得了两站的亚军，
而且她们也配合夺得了
两站的双人 3 米板冠军。表现如此突出，
他们获得世锦赛参赛资格自然毫无争议。
但10米跳台上的情况就相对复杂些。
女子单人项目上，
司雅杰与陈芋汐两站比赛

本报讯（记者 潘福达）中国银联
昨天发布的《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报
告（2019）
》显示，
银行卡发卡和受理规
模进一步扩大，
银联卡全球发行累计
超过 75.9 亿张，
银联卡全球受理网络
已延伸到 174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超
过5370万家商户和286万台ATM。
报告显示，
2018年银联网络转接
交易金额占全球银行卡清算市场的份
额进一步提高，
并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用卡增值服务也在不断丰富。值得一
提的是，
2018 年，
中国支付企业在
“一

本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时
间昨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国
际乒联年度代表大会上，
成都击败了
另外两座申办城市——日本的北九
州 和 葡 萄 牙 的 里 斯 本 ，正 式 获 得
2022 年世乒赛举办权。这是成都继
2018 年女乒世界杯，2019 年男、女
乒乓球世界杯后，
再一次获得国际乒
联顶级赛事举办权，
也是成都历史上
举办的最高规格国际赛事。
2018 年 12 月 30 日，成都市正
式向国际乒联提交了 2022 年国际乒
联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申办报告书。
今年 1 月，国际乒联评审组初审通过
了成都市提交的申办材料，并且在 3
月份赴成都进行了考察。而日本的

中国女子投掷
赛出高含金量

为了选拔参加今年光州游泳世锦赛
的运动员，中国跳水队设置了两站选拔
赛，一次于今年 2 月 15 日和 16 日在北京
举行，
另一次就是眼下在重庆举行的全国
跳水冠军赛。根据选拔规则，
两站比赛积
分前四名的单人项目运动员和积分前两
位的双人组合，
可以入选大名单。如果两
站比赛积分相同，
那么队委会将进行综合
评定，
甚至采用附加赛的方式确定人选。
世锦赛跳水比赛，
每个协会在单人项
目上满额可以有两人参赛，
双人项目上满
额参赛一对。显然，选拔规则中“入选大
名单”
的人数大于实际参赛人数。但以中
国跳水队过去的选拔来看，
如果不出伤病
等意外，
有些
“入选大名单”
的选手实际上

银联卡全球发行超 75.9 亿张

2022 年世乒赛将在成都举办

田径亚锦赛首日摘两金

本报讯（记者 陈嘉堃）北京时间
让我对接下来的比赛更有信心了。”
获得亚锦赛冠军。中国另一选手宋佳
昨天凌晨，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 2019
在不久前的全国田径大奖赛黄石
媛以 17 米 70 获得季军。出征前，中国
年亚洲田径锦标赛进行了首日争夺， 站中，吕会会以 67 米 72 的成绩打破了
田协负责人于洪臣表示，中国田径队
中国选手收获两金一银两铜。其中， 亚洲纪录，这不仅是她第 6 次打破亚洲 “要用世锦赛的节奏和心态来准备本届
吕会会以破赛会纪录的 65 米 83 夺得
纪录，还创下了今年女子标枪世界最好
亚锦赛”。如今看来，中国女子投掷，在
女子标枪金牌，巩立姣以 19 米 18 获得
成绩。现在，吕会会已经将目标瞄向了
本届亚锦赛不仅确保了金牌，也确保了
女子铅球冠军，中国女子投掷赛出了
今年 9 月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她说： 成绩等指标的高含金量。
高含金量。
“接下来，我希望在多哈世锦赛上有好
男子撑杆跳爆出冷门，菲律宾选手
此前刚创造了 67 米 72 新亚洲纪
的结果。2015 年我第二，2017 年第三， 奥比埃纳以 5 米 71 获得冠军，把自己保
录的吕会会，在本次女子标枪比赛的第
希望今年世锦赛可以超越自己，有一个
持的菲律宾国家纪录提高了 10 厘米，
一掷就投出了 64 米 92 的成绩，打破李
好的结果。
”
并达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参赛标准。中
玲蔚在 2015 年亚锦赛上创造的 63 米
苏炳添因伤退出本次亚锦赛后，巩
国两将张伟和黄博凯顺利跃过了 5 米
07 的赛会纪录。第二掷，她又将成绩
立姣就成了中国田径军团当之无愧的
66，可惜在冲击 5 米 71 高度时都失败
提升到 65 米 83，最终凭借第二掷获得
领军人物。赛前，巩立姣就曾霸气地表
了，
张伟获得亚军，
黄博凯获得第三名。
了冠军。这也是本届比赛产生的首枚
示：
“ 我肯定是冠军！”这次的女子铅球
值得一提的是，巴林队夺取了首个
金牌。赛后，第一次参加亚锦赛就打破
决赛只有七位选手参赛，巩立姣五个有
比赛日 8 枚金牌中的 4 枚。雅加达亚运
赛会纪录的吕会会非常开心，她说：
“我
效成绩中最低的 18 米 52 也足以夺冠， 会上，巴林队在田径项目上夺得了 12
对成绩没有具体的目标，就是想尽量把
最终她以 19 米 18 获得冠军。巩立姣
枚金牌，与中国队平分秋色。如今他们
技术发挥出来，因为去年冬训我一直在
此前只参加过 2009 年广州亚锦赛，并
再度展现强劲实力，无疑将是中国队重
改技术，想尽量走好每一步，这个冠军
在那次比赛中获得冠军，这是她第二次
夺亚洲霸主的重要竞争对手。

本报讯（记者 潘福达）文化和旅
开展了第二轮暗访检查，
以上处理决
游部昨天通报，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
定即根据暗访检查的结果、严格依据
定委员会近日发布 2019 年第 3 号公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及相关
告，
8家饭店被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
规定而作出。今年 2 月，全国星评委
格，
5家饭店被要求限期整改12个月。 已根据第一轮暗访检查，
对 17 家问题
被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的
严重的五星级饭店作出了取消星级资
8 家饭店分别为北京长安大饭店、北
格和限期整改的处理。短短不足两个
京九华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北京南
月的时间，
总共 30 家五星级饭店受到
宫温泉度假酒店、湖州太湖（雷迪森） 不同程度的处理。这些被处理的五星
温泉度假酒店、青岛麒麟皇冠大酒
级饭店，
主要是卫生及消防安全问题
店、淄博世纪大酒店、淄博万豪大酒
严重、
服务不规范问题突出。
店、蓬莱华玺酒店。被要求限期整改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12 个月的 5 家饭店分别为北京国际
在暗访检查中一旦发现这些方面存
艺苑皇冠假日酒店、北京西国贸大酒
在问题，
行业监管部门将依据相关法
店、浙江上虞国际大酒店、浙江国际
规，对照《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
大酒店、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
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情节严重者
据了解，
文化和旅游部近期组织
将实行
“一票否决”
制，
直接
“摘星”。

后积分相同，
并列第一。但由于两人在两站
比赛中发挥都有起伏，
加之女台竞争十分激
烈，
最终结果恐怕只能到世锦赛前才能确
定。而在女子双人 10 米台上，司雅杰/任
茜、
张家齐/卢为两对组合两站比赛后也是
并列第一，
究竟谁能代表中国参赛世锦赛，
恐怕还有一争。男子10米台上，
双人项目
的资格较为明朗，
杨健搭档邱波获得了首站
男子双人10米台的亚军，
第二站的冠军，
积
分上领先第二名2分。此外，
杨健还夺得了
两站选拔的单人比赛冠军，
这足以助他获得
一个世锦赛单人比赛的资格，
但在杨健身
后，
包括里约奥运会该项目冠军陈艾森、
曾
经的世锦赛冠军邱波在内的多名运动员，
都
有可能获得另一个参赛资格。

本报讯（记者 王洋）北京时间昨
天，
中国名将丁俊晖在斯诺克世锦赛首
轮比赛中以总比分10比7淘汰苏格兰
选手麦克吉尔，
连续第五年晋级16强。
从比赛过程来看，
丁俊晖在进攻
端发挥正常，17 局比赛中轰出 3 杆
破百，6 杆“50+”，获胜局几乎都是一
杆制胜。本赛季，
丁俊晖在各项排名
赛中还从未打入四强，创下了 10 年
来单赛季最差纪录。对比此前的几
站排名赛，
丁俊晖本场打出了罕见的
进攻效率，
克服了此前首轮比赛慢热
的问题，但比赛最后阶段有些松懈，
他说：
“ 其实 9 比 5 领先后的几局比
赛，都是我先上手，但击球和走位的
衔接做得不太好。当然，
我还是占据

了优势，
最后拿下了比赛。”
丁俊晖的下轮对手将是赛会 7
号种子特鲁姆普和泰国选手塔猜亚
之间的胜者，
这场比赛将在当地时间
27 日晚开始。若能顺利晋级，丁俊
晖在 1/4 决赛中的对手有可能是现
世界排名第一的“火箭”奥沙利文。
对于这次世锦赛的签位，丁俊晖坦
言：
“对手是谁我并不担心，
因为你无
法回避，我只需要打好自己的比赛。
这一点我需要向奥沙利文学习，
他总
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比赛。我希
望自己能够尽快成长，
成为他那样的
选手。获得这场胜利后，
我的信心大
增。如果你想赢得冠军，
就必须击败
所有的优秀球手。
”

“奥城杯”青少年冰球赛将战
本报讯（记者 王笑笑）2019“奥
华。比赛设两个年龄组，
每个组别的8
运城市杯”
北京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
支球队再分为两个小组，
先进行小组
赛将于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在京举
内单循环赛，
随后进行交叉排位赛，
总
行。记者昨天从赛事主办方获悉，
将
计将进行40场比赛。
有来自 8 个冰球强国的小球员与东
除比赛及全明星技巧之夜外，
比
道主北京队同场竞技，
参赛运动员和
赛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形式多样的
教练员总数约 360 人。
“国际冰球小使者”
主题活动，
包括冰
“奥城杯”
创办于2016年，
由北京
雪特色校交流、中国传统文化体验、
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和北京市冰球运
家长沙龙、北京文化之旅等。奥促会
动协会共同主办。创办四年来，
已成
大型活动部副部长帅江表示，
“ 奥城
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冰球赛之
杯”将以“打造亚洲地区最高竞技水
一。本届比赛邀请了来自俄罗斯、美
平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为目标，
国、
芬兰、
捷克、
德国、
瑞典、
拉脱维亚、 同时致力于搭建“一带一路”国家和
白俄罗斯的知名俱乐部青少年梯队来
奥运城市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