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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如何拥抱未来

广汽丰田用电动化做出范本
11年前，第六代凯美瑞双擎开启了广汽丰

田的电动化历程，率先向中国用户体分享了先

进电动化技术的福利，如今TOYOTA bZ4X

CONCEPT是先进技术造福用户精神的最新传

承者。此外，广汽丰田领先的电动化产品同样传

承了这一精神。在这其中紧凑级轿车雷凌双擎

E+不仅延续了雷凌的大空间、高可靠性，EV

电动模式下 55km的纯电续航能够基本满足

城市通勤，总续航里程 985km，百公里综合油

耗1.3L，满足年轻消费者低用车成本的要求。

威兰达高性能版则基于年轻消费者兼顾

油耗和动力的新选择。在满电状态下，威兰达

高性能版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低至 1.1L，总

续航里程高达 1152km，实现续航无忧。同时

这款车型的 0-100km/h 加速时间进入 5 秒

区间。除了远超同级的加速外，威兰达高性能

版还搭载 E-Four 电子四驱，提高行驶稳定

性，并提供一定的越野性能，既满足经济性，还

为年轻消费者提供野外“放飞自我”的机会。

除了领先的 PHEV 新能源产品矩阵，

C-HR EV和广汽丰田 iA5 则进一步加速了

广汽丰田的电动化发展。

C-HR EV 基于丰田纯电专属平台

e-TNGA打造，不仅有靓丽时尚的造型，架构

的低重心优势以及出众的调教，让C-HR EV

拥有同级领先的操控性。在此基础上，C-HR

EV拥有 400km的续航里程，基本消除用户

的续航焦虑。在用户关注的安全性上，C-HR

EV不仅拥有全面的主动驾驶辅助系统、10安

全气囊等配置，通过拓扑结构设计，为电池包

配备密闭结构和多重防撞结构，提升安全。

另一款纯电动明星产品，广汽丰田 iA5更

是合资紧凑级纯电轿车的佼佼者。广汽丰田

iA5作为广汽丰田 "双品牌 "及新能源战略布

局下的车型,前脸的广汽集团 "G标 "代表来自

广汽研究院设计,"广汽丰田 "字样的尾标代表

了由广汽丰田工厂生产，它也是国内合资车企

中首款综合续航（NEDC）里程达510km的纯

电轿车。此外，这款产品直流快充模式下从30%

到 80%电量仅需47分钟，通过长续航+快充

电有效解决续航焦虑问题。

在解决纯电动车用户最大痛点之后，广汽

丰田 iA5 还打造出超越同级燃油车的产品

力。iA5最高车速可达 156km/h，0-50km/h

加速只需 3.5s；配备丰云悦享车联网系统，可

通过语音直接控制车机、空调、天窗等功能；双

12.3 英寸显示屏进一步提升车内的科技感；

2750mm 的超长轴距加上原生纯电平台，使

车内空间最大化，提供越级的车内空间体验；

GEP2.0 纯电平台的中置电池与 ESP 配合，提

升了极限操控稳定性。

iA5 作为广汽集团向旗下合资企业导入

的首款纯电动轿车，在广汽丰田的工厂生产，

运用广汽丰田优异品控流程，提出 200 多项

改善要求，涉及装配精度、行驶噪音，甚至转向

灯亮度等细节之处；采用广汽丰田品质检查体

制及管理方式为 iA5制定检查标准，确保 i-

A5品质稳定性。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汽车产业电动化已成共识，通过中日股

东双方的通力合作，广汽丰田快速构建起高效

电动化矩阵，为消费者带来低碳、环保的出行

体验，践行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为车企实现

碳中和及电动化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澳尔）

包雪琳 （新华社专特稿）

随着美国疫情好转，美国政府

面临向其他国家供应疫苗的舆论

压力。白宫 17 日宣布，将在 6 月

底以前出口至少 2000 万剂已经

获批在美国境内使用的新冠疫苗。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7 日

说，除先前承诺提供的 6000 万剂

阿斯利康疫苗，美国政府将在今后

6周内出口大约 2000 万剂新冠疫

苗。这是美国首次承诺供应已经在

美国投入使用的疫苗。路透社分

析，这标志着美国疫苗政策“显著

转向”。

“我们知道，在肆虐全球的疫

情得到控制以前，美国不可能独善

其身，”拜登说，“我们需要在全球

抗击疫情以确保家园安全，明智之

举是帮助他人。”

这 2000 万剂出口新冠疫苗

包括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

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疫

苗、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以

及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

司研发的疫苗。

美国政府先前表示，美方打算

与其他国家“分享”6000 万剂阿

斯利康疫苗。

这种由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

司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尚

没有在美国获批使用。按照路透社

的说法，美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阿

斯利康疫苗。

美国政府 17 日数据显示，美

国已经完成 2.72 亿剂疫苗接种，

分发超过 3.4 亿剂疫苗。

路透社数据显示，随着疫苗接

种推广，美国过去一周新冠死亡病

例大幅减少，为近 14 个月以来最

少；新增确诊病例连续 5周减少。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4

日发布的疫情周报显示，美国过去

一周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平均数

为 35442 例，比前一周报告的

46390 例减少 23.6%，比今年 1月

8日疫情严重时减少 85.8%。

白宫没有说明 2000 万剂疫

苗将优先出口哪些国家。法新社报

道，拜登暗示美国将尽全力帮助印

度抗击疫情。

印度、巴西等国家疫情恶化，

而美国疫情逐步好转、拥有大量

疫苗储备，国际社会要求美国向

其他国家提供疫苗的呼声日益高

涨。美国政府因囤积新冠疫苗、限

制疫苗原材料出口等受到舆论批

评。

据新华社报道

一个由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队日

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新冠病毒严重依赖一种名为

“移码”的特殊机制调节病毒蛋白

水平。他们成功揭示了新冠病毒基

因组和核糖体在“移码”过程中的

相互作用，并证明利用化合物抑制

“移码”可以大幅减少病毒复制。

病毒需要利用被感染细胞内

的核糖体进行自我复制，然后感染

更多健康细胞并转移到其他个体。

在这个过程中，被感染细胞的核糖

体根据病毒基因组发出的指令生

成新的病毒蛋白。核糖体的功能是

将核糖核酸（RNA）携带的“遗传

密码”翻译成蛋白质。RNA是由

大量核糖核苷酸聚合而成的长链

分子，核糖体以严格步骤沿着

RNA分子链移动，每次读取RNA

上的 3 个相邻核苷酸，这 3 个核

苷酸携带的遗传信息定义了蛋白

质中相应氨基酸片段。

核糖体向前或向后滑动一两

个核苷酸的情况被称为“移码”，

这种机制几乎从不在健康细胞中

发生，因为这种对“遗传密码”的

不正确解读将导致细胞蛋白功能

失调。但诸如冠状病毒和艾滋病病

毒等却依赖“移码”调节病毒蛋白

水平，新冠病毒就严重依赖由病毒

RNA中一个复杂折叠引起的“移

码”来合成蛋白。

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伯

尔尼大学、洛桑大学、爱尔兰科克

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报

告说，他们通过复杂的生化实验设

法在新冠病毒 RNA 基因组发生

“移码”部位捕获了正在读取遗传

信息的核糖体，并利用低温电子显

微镜进行了观察。

研究人员以前所未有的细节

对“移码”过程进行了分子描述，

并揭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特征。

“移码”事件为观察通常处于动态

的核糖体提供了契机，研究人员获

得了几乎是迄今最为清晰、准确的

哺乳动物核糖体图像。

参与这项研究的苏黎世联邦

理工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内纳德·

巴恩表示：“这里介绍的关于新冠

病毒的结果也将有助于理解其他

RNA病毒的‘移码’机制。”

过往研究已表明，一些化合物

能够抑制冠状病毒的“移码”，这

项最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相关化

合物对被感染细胞中新冠病毒水

平的影响。实验发现，有两种化合

物能将新冠病毒复制减少 3 到 4

个数量级，并对细胞没有毒性。这

两种化合物中有一种是通过抑制

“移码”减少病毒复制，另一种可

能通过不同机制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目前这些

化合物的效力还不足以作为治疗

药物，但这项研究表明，抑制核糖

体“移码”对减少病毒复制有深远

影响，这为开发更好的抗病毒药物

铺平了道路。由于所有冠状病毒都

依赖“移码”机制，抑制这一机制

的化合物可用于治疗更多冠状病

毒引起的感染。

新研究揭示新冠病毒“致命弱点”

迫于压力，美打算出口2000万剂疫苗
媒体称拜登暗示美国将尽全力帮助印度抗击疫情

[?说世界]

?英博物馆重新开放
据新华社报道 5 月 17 日，参观者步入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大厅。 英国政府按照路线图自 17 日起进一

步放宽英格兰地区为防控新冠疫情而实施的“禁足”措施，允许包括电影院、剧场、博物馆在内的室内文化娱乐

设施重新开放，但须做好防护措施。 因疫情关闭数月的大英博物馆当日重新开放。

/?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