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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万向集团欲联合美国跑车

制造商 VL公司收购陷入破产危机的
美 国 豪 华 电 动 汽 车 品 牌 菲 斯 克

（Fisker），万向集团接连出手布局新
能源汽车，有媒体评论：电动汽车，春

天真的来了？

万向公司频繁的动作再次吸引

了人们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关注，与

之形成对比的是，杭州的众泰电动出

租车却频现质量问题。针对杭州频频

曝出的众泰电动汽车质量问题，《中

国企业报》记者暗访了多位杭州电动

出租车司机，很多车主表示质量问题

确实不少。企业安全技术还不够

“硬”，杭州 300辆众泰新车即将上路，
谁为乘客“戴上安全帽”？

安全隐患终难“彻除”

其实，众泰电动汽车的质量问题

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 2011年，众
泰汽车生产的一辆纯电动出租车就

曾在杭州街头营运时发生自燃事故

引发公众关注，众泰一度被推上舆论

的风口浪尖。近日，众泰电动车又频

频曝出质量问题：刹车失灵、方向盘

不能控制……这些潜在安全隐患让

人们再次对众泰电动车的质量产生

疑虑。

司机们普遍反映，杭州的一些电

动出租车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有存在。

尹师傅跑这个车已经两年多了，说到

车子的坏损率他很是无奈：“这个电

动出租车维修率还是比较高的，我的

车子主要是刹车问题。记得有一次，

在马路上拉客人，车子开着开着刹车

突然失灵了，怎么踩都没有用，当时

客人也被吓坏了，幸亏平时我开车速

度比较慢，才没有酿成惨剧。这种问

题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比

较大。”

记者暗访了多辆该品牌的电动

出租车，除了刹车，方向盘突然失灵

难以控制、电机坏损、发动机不能启

动等也都是常见问题，至于汽车坐

垫、车窗玻璃的质量不好更是屡见不

鲜。不仅在公共领域，前不久，杭州电

视台生活频道曝出私家车主买众泰

电动车短短一年大修十几次，由于驱

动电机漏油、方向机经常异响的问

题，沈师傅换了三只驱动电机和八只

方向机。虽然众泰汽车从去年 10月
份加大改进力度后情况有所好转，但

技术还是不成熟，质量始终不过关。

为此，记者暗访了杭州电动汽车

的维修点，虽然已是晚上 9 点，看到
厂内仍有 10余辆等待修理的电动汽
车，除了电动出租车还有政府用车和

私人租赁的电动车。从维修点的维修

人员处了解到，因为是晚上所以客流

量已经减少，待修理的车子比较少，

白天来修理的人会更多。在一旁等待

维修汽车的一位“的姐”告诉记者，每

天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抢修和前来维

修的车子至少 20辆，多的时候不止
这个数，如果白天来大多数时候需要

排队。目前，杭州公共领域的纯电动

汽车涵盖了公交车、出租车、邮政车，

还有一些政府用车，纯电动出租车约

200辆，众泰品牌占多数。记者就众泰
电动车的质量问题致电杭州分公司

总经理李向国，他表示，汽车质量一

直在不断地改进中，安全维修方面不

方便透露，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的事

故，一切运作良好。

由于电动出租车在杭州市区内

运行，行驶的路程相对较短，且在众

多的出租车“大军”中，200辆众泰电
动出租车只占总数的很小部分，存在

质量问题不易暴露，但它们就真的没

有安全隐患吗?

300辆新车
“受阻”或“前行”？

据了解，杭州将新增 300 辆纯电
动出租车，六月底前投放。根据初定

方案，这 300辆出租车交由市电力局
旗下的杭州新能源出租车公司运营，

采用众泰新能源汽车车型，模样与杭

州现有的电动出租车一致。但目前运

行的困难远远大于生产本身，服务和

技术均是软肋。根据使用者普遍反

映，众泰等品牌的电动汽车故障不

少，杭州试点的 200辆出租车安全还
没有彻底保障，这新增的 300 辆要怎
么确保乘客乘车已经“戴上了安全

帽”？有业内人士表示，相比于私人购

买，将电动车首推于出租行业能更快

速地融入市场，但企业的技术不够

“硬”，质量没有完全过关，将新产品

匆忙推向市场，乘客们的安全该由谁

负责？消费者一旦对新能源汽车失去

信任将很难恢复，得不偿失。

杭州的电动出租车司机告诉记

者，相比于比亚迪一次充电能跑 200
公里，现在的众泰只能跑 80公里，蓄
电能力较弱成了新能源车打入汽车

市场最大的“绊脚石”。杭州现在有 12
个充换电站投入使用，需要供应 200
辆电动出租车，很多“的哥”、“的姐”

认为供不应求，在充电站需要长时间

等待。如果再投放 300辆新车，它们
能不能远离阻碍，在城市快速前行？

因为企业独家垄断使零配件的价格

也十分昂贵，换一块普通的铁皮需要

400元，很多“的哥”抱怨“换不起”！
事实表明，从 2008年政府决定补

贴新能源车购买者算起，在市场热闹

了多年的新能源汽车即使在国家力

推的大背景下仍走得并不十分顺畅。

对一些中国车企来说，为了迎合政府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投入很

多资金研发新能源汽车，但实际效果

并不明显。众泰的技术不完善、质量

不过关，安全隐患不能根除，半数以

上杭州的受访民众觉得难以放心使

用。多数的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的

战略选择中致力于纯电动车的研究，

在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企业乘着

政府“财政补贴之顺风”盲目扩大电

动车生产，呈现粗放式、膨胀式扩张，

对初入市场的新能源汽车来说是不

是有益处？新能源车的初衷是环保，

在驶向环保的路上，是“匆匆上马”还

是慎重对待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特

别是在公共领域的推广，任何新产品

都应严格把关。

“走得好”才能“走得快”

就众泰电动车频发质量问题，记

者采访了杭州汽车行业协会秘书长

潘建平，他认为面对新生事物，既不

能过分苛责也不应忽视质量问题，而

是提供宽松环境促其健康发展。

据了解，众泰企业自推出电动汽

车后，企业知名度大大提高，由于涉足

的时间不长，在研发积累、造车经验方

面均不充足。有业内人士表示，电池坏

损等问题并不完全是汽车企业的责

任，虽然众泰汽车表明不方便透露电

池提供商的名称，事实上众泰在 2008
年早期宣传中提到，“配备万向电动汽

车有限公司的聚合磷酸铁锂电池，其

中电池组管理系统和牵引电动机也都

是由万向电动汽车公司提供”。目前热

衷于生产电池、电动车的企业确实不

少，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严格进行

研发和试验，技术始终是软肋。

潘建平说，新能源汽车是汽车领

域的新品牌，完全推广确实有一定的

难度，关键是技术提高和市场推广要

“两手抓”。杭州推广电动车的步伐除

了“走得快”，更要“走得好”。在国外，

推广了多年的电动汽车技术仍没有

完全成熟，对本土企业来说无疑是一

种挑战。种种迹象表明，任何新产品

从研发试点、推入市场到最后被市场

接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众泰电动汽

车质量问题的暴露似乎是一个必经

过程，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有利于行业

的健康发展。“发现问题”才能让企业

静下心来搞技术研发，半成品才能逐

渐成长为成熟的产品，在市场走得更

远更久。

要“走得快”、“走得好”，除了攻克

产品的技术难关，企业和政府还应考

虑一些后续问题，比如废弃的蓄电池

是不是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至截

稿前，中国广播网的报道《废蓄电池

严重污染环境，珠海市环保局将加强

监管》一文引发了记者的思考，纯电

动汽车真的“纯环保”吗？

深挖地域特色文化，精心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品

牌，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一条有效途

径。

衢江区是 2001年撤县组建的新区，属浙江省经济欠发达地
区，财力相对不足。笔者认为，开发利用好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充

分展示浓厚地方特色，形成差异化发展思路，以有限的投入打造

群众文化品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对促进衢江区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至关重要。

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孝、廉文化

莲花镇“廉文化”、湖南镇“孝文化”、全旺镇“善文化”、灰坪

乡“红色文化”等，是衢江区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有着鲜明

的地方特性和浓厚的底蕴。所以要在“孝、廉、善”字上做文章，做

出特色。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进行传播，以此来教化、熏陶、影响全

区人民，让更多的群众受到深刻的伦理道德教育。我们还创新方

法，如通过举办专题文艺演出、孝文化节、孝文化研讨会，评选十

大孝子、编辑孝子事迹为内容的读物进学校、乡镇，开辟孝文化

专栏等多种形式，让孝道文化发扬光大、深入人心，努力使衢江

所有公民都成为孝敬父母的表率。另外，充分挖掘赵抃墓位处莲

花镇的文化资源，以弘扬“一琴一鹤”一生清廉为官的赵抃精神

为契机，建立廉政教育基地，尽可能地让赵忭的廉政精神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打响具有衢江地方特色廉政文化，让衢江人及外

地客人随时能感觉到孝、廉文化的气息。

挖掘、发展民间传统艺术文化

衢江区 95%为农业人口，乡土文化气息十分浓厚。根据镇村
各自的地域特色、乡土民情，挖掘人文资源,发挥农村文艺人才
“乡土文化”主力军作用，激活群众文化资源，让民间艺人各展才

艺，这是形成衢江特色文化的最佳途径。

举村“茶灯戏”、横路乡“马灯戏”、沈家板龙等，都是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要充分发挥民间艺人的特长，培育

一批文化示范户、“非遗”传承人农村文化“领军人”，把乡间文艺

骨干自创、自编、自导、自演、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节目搬上舞

台，积极吸引和辐射带动周边农民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其

次，在乡镇举办农民“种文化”擂台赛，吸引群众参与，掀起农民

“种文化”新高潮，充分激发广大农村群众的文化自觉性。大力实

施农村文化队伍素质提升工程，坚持定期举办基层文化员、农村

文艺骨干、村级文化管理员、业余文保员和非遗传承人等培训

班，开展文化示范户创建工程和文化干部下乡辅导工程，采取骨

干带动、活动推动、机制促动等方式培育壮大文化主体。

加大民间文化传承和保护力度

尽管衢江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7000多元，但并不富裕的
农民群众对文化生活却非常热切。目前，衢江区全区共有各类文

体团队 560多支，省级文化示范户 95户，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
辈出 13人，这些活跃在全区各地的民间艺术团体，都是群众文
化很好的展示窗口。

如莲花镇古楼底村婺剧团、峡川镇的婺剧团、高家镇欧塘村

业余婺剧团、云溪乡车塘村十番锣鼓队和舞龙队、举村乡洋坑村

的“茶灯戏”、横路乡下墅街村的“女子马灯戏”，杜泽镇上泽村和

上方镇大立村的农民艺术团等等，都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传承

的生力军。为了让他们能更好地传承和光大各类民间艺术，对这

些民营艺术团队，应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和设备更新贴补等形式

予以扶持。

培养民才，是传承民间文化艺术的好办法。如上方镇山头底

村黄菊莲曾是幼儿教师，为了传承马灯戏，特地到城里学习，在

区文化馆的帮助下，牵头组建马灯戏艺术团；大洲镇一村何文龙

是当地的文化示范户，牵头组建了大洲农民演艺团。高家镇欧塘

村吴培根参加全区戏曲大奖赛后，回村组建了业余婺剧团，自编

婺剧《杨炯断案》在当地群众中演出，深受群众欢迎。通过进一步

网罗民间艺人，加强他们的培训和管理，建立艺人专门档案，为

今后储备特色民间文化人才。

探索组建“文化连锁超市”

整合全区文化资源，以文化、文明、科技等流动舞台车一车

多联方式，探索组建“文化连锁超市”，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通

过下基层、进农家等形式，列出文化组合“套餐”供群众选择，量

身定制群众喜闻乐见的“菜单”，由群众自主“点菜”，开通流动图

书车和流动舞台车、启动数字电影放映，开展送戏下乡、送电影

下乡、送书画进农家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群众精心

准备文化盛宴，满足群众个性化文化需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

受免费文化大餐。

依托“一馆一站一场所”，发挥村级图书室作用，进一步充实

农家书屋藏书，设立流动图书室，开展“送书下乡助农致富”活

动，为农民学习科技知识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

流动舞台车群众自主选戏。选调文艺骨干，以群众喜爱的两

个文明建设和城乡新人新事为素材，精心编排戏曲、小品、歌舞

等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干部连民心、平安连万家”

文艺会演“流动舞台车”送戏下乡活动，着力把“流动舞台车”打

造成农民的“文化 110”，开展送戏下乡；组织流动放映队，调集一
批反映时代主题的优秀影片开展送电影到农村活动，群众自主

点片，让广大群众享受快乐、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作者系衢州市衢江区文化馆馆员）

杭州新增 300辆电动“的士”
安全问题待解
本报记者 周慧敏实习生 任日莹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利用本地资源
打造特色文化
严丽娟

众泰电动出租车频现质量问题

“谁能打开这把锁，200万元当场
奉送！”在前不久的中国（永康）国际

门业博览会上，浙江大鼎光控科技有

限公司在现场设起了“擂台”：凡在规

定时间内以非破坏方式打开主办方生

产的光控密码锁的单位或个人，经公

证机构公证，开锁行为不存在舞弊，现

场群众见证，200 万元大奖当场奉
送。 这个活动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这究竟是一把什么样的锁？人们

传统观念里的锁一般是用钥匙开的，

但这些传统锁具不可避免地将部分

元件暴露在外面让小偷有机会撬损。

据记者了解，浙江大鼎光控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密码锁不需要用锁，不用

磁感应，利用隐藏密码的光束打开门

锁，除了光纤入口，其他元件都隐藏

在门背后，使得小偷“无机可乘”。该

产品已经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专利证书，在 2009年 9月 30日

中央电视台第 10频道播出的《我爱
发明》栏目中“崭露头角”，该公司总

经理王武庆说，该产品投产后，《我爱

发明》栏目再次播放了宣传记录。

大鼎光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公司花了 5到6 年时间，投入
1000 多万元研发这把光控密码锁。
光控密码锁的原理是使用光纤控制

锁的闭合电路利用隐藏密码光束将

锁打开，公司此次在门博会上举行打

擂台活动主要是为了将光控密码锁

的原理更好地推广，让大众对这把

“新型锁”的安全性能有一些了解。

该公司董事长方荣光表示，这次

的擂台过后也将继续接受挑战，证明

大鼎光控超 B 特防锁的独一无二，光

控密码锁还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

保 50万，让顾客无后顾之忧。除了安
全性能高，密码锁的锁心、弹子等基

本都以铜为材料制造，光控密码锁外

壳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走低碳环保

的“绿色路”。目前，大鼎光控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光控密码锁，衍生产品有

防盗门、保险柜等安防产品。

大鼎光控锁：“谁能打开，200万当场奉送”
实习生 任日莹

“顾客是上帝”。杭州亿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CEO 李昌利告诉记者，这
是亿超眼镜始终奉行的宗旨。5月 24
日至 25日，借助亿超眼镜 8 周年之
际，公司举办“相约亿超·眼镜之行”活

动，感恩支持公司发展的顾客群体。不

少参与此次活动的顾客表示，现在这

样做的企业并不多，第一次感受到企

业发放的“温暖福利”，通过这次活动

也能将消费者的需求传递给企业。

两天一夜的行程，亿超工作人员

带领顾客参观了亿超实体店、总部、物

流中心，游览了眼镜故乡—丹阳，参观

眼镜生产基地并开展了一系列互动活

动。“我们的顾客代表能亲身体验眼镜

文化，借此机会向顾客展示亿超、展示

眼镜，也希望顾客走近亿超、了解亿超、

认识眼镜，拉近亿超与顾客的距离。”公

司创始人李昌利说，一切以服务消费者

为本，拥有亿超特色的创新配镜模式，

将会对眼镜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亿超眼镜是国内第一家将眼镜

零售运用于电子商务的公司，独特的

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为其争取了更

多的利润空间。目前，亿超眼镜已经

开始布局国内电子商务发达城市的

规划，在目前已经有杭州、宁波、上海

线下体验店的基础上，北京、深圳、广

州、武汉、南京、重庆、成都等城市都

在筹备中，到 2015 年亿超眼镜体验
店将遍布国内一线城市。

亿超眼镜八周年回馈消费者走进丹阳
实习生 任日莹

众泰电动出租车频现质量问题，

成为制约杭州电动车发展的一

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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