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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雷达无线电管理暂行规定发布

技术升级带来雷达市场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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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中国公有云市场调查报告出炉

市场规模达到839亿元，同比增长38.5%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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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朱辉（65010719820125****），请于通知之日
起7天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逾期不到，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中铁十一局
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遗失重庆亚冬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2MA5UKXBX2A）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盛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联）代码5000203130，号码11290202，金额10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中冶建工集团重庆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发票章印章证明。
●江北区雪儿牛奶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
00352616）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050027560）作废

采购公告：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似对公交客车电控
系统齿轮定做项目、生产辅助车维修配件采购项目、公交客
车伊顿系统维修配件采购项目、克诺尔(卡福)泵阀配件
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现诚邀具备相关资质单位参 与报
价，有意者请于2021年12月14日前联系喻老师13708310689

迁坟公告
经渝府地〔2019〕1498 号、渝府地〔2019〕
2047号文件批准征收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
永益村2社部分集体土地合计202.7115亩，
用于一品幸福田园小镇一期项目建设，已于
2020年清理补偿完毕。凡在永益村2社征地
范围内的坟主，限于2021年12月12日前自
行搬迁坟墓。逾期不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办事处2021年12月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子午元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7MA601G8B8L）
股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整减至100万
元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重庆市得森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10月13日在《重庆商报》刊登的公司分立公
告，其中根据2021年10月11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应
更正为2021年10月11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特此公告。

●张艳梅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510213198206258920，
有效期限：2009年04月07日-2029年04月07日，自本声明
发布起所有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 失 重 庆 康 灿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壹 枚 ，编 号 5001078010844 ，声 明 作 废

汽车雷达是为汽车提供环境感知、规
划决策的智能传感器，起到无人驾驶汽车

“眼睛”的作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汽车电动化、网联化、
智能化技术加速演变，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性能不断提升及广泛应用，汽车
雷达功不可没。昨天，工信部发布了《汽
车雷达无线电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汽车
雷达使用频段76-81GHz频段。据了解，
此次规定发布，是对汽车雷达管理和技术
的进一步完善。汽车雷达技术升级，研发
和生产雷达的企业将会大大受益。目前，
汽车雷达增速将达到111%，预计在2026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3亿美元。

解读一
什么是汽车雷达？

为推动汽车智能化技术应用和产业
发展，加强汽车雷达无线电管理，维护空
中电波秩序，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印发汽
车雷达无线电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根据《规定》，所称汽车
雷达，是指安装在汽车上的一种毫米波
雷达，作为机动车的一部分，在机动车出
厂前已完成装载及功能性、安全性测试，
为机动车智能驾驶提供辅助手段的无线
电定位业务移动电台。

解读二
汽车雷达使用什么频段？

据了解，无线电频率是汽车雷达工作
高度依赖的关键资源，为规范和引导汽
车雷达无线电频率使用，减少汽车雷达
与其他无线电业务或台（站）之间的有害
干扰，亟须完善相关管理规定。

一是自动驾驶技术快速发展，对汽车
雷达在分辨率、探测精度和可靠性等方
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的 24GHz 和
77GHz频段的频率规划难以满足汽车雷
达的技术发展需求，迫切需要为其规划
更大带宽的使用频率。

二是 2015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 15）作 出 相 关 决 议 ，将 76-
81GHz频段划分为汽车雷达全球协调一
致的使用频段。

三是 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WRC-19）将 24.25-27.5GHz频段划分
为全球协调一致的5G毫米波使用频率，
世界部分国家已逐步引导汽车雷达的使
用频段向更高的77GHz频段迁移。

解读三
汽车雷达使用什么场景？

记者获悉，汽车雷达使用频率（76-
79GHz频段），主要使用场景包括自适应
巡航控制、防撞、盲点探测、变道辅助、泊
车辅助、后方车辆示警、行人探测等。同
时，该频率除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另有
规定外，该频段不能用于其他类型陆基
雷达，也不能用于在航空器（含无人机、
气球、飞艇等）上装载使用的雷达。

此外，明确了汽车雷达无线电管理方
式，即在76-79GHz频段内设置、使用汽
车雷达，无需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但
生产、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汽车雷达
设备应当向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无
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最后，明确了汽

车雷达使用和干扰协调要求，即不得对同
频段或相邻频段内依法开展的固定、移

动、卫星固定、业余、射电天文等无线电业
务或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12 月 6 日，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
2021 年上半年中国公有云市场调查报
告。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公有云上半
年市场规模达到8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38.5%。从市场来看，2021年上半年排
名前五厂商占据了总体83.8%的市场份
额，阿里云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华为云位
居第二，腾讯云位居第三，天翼云和金山
云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五。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调查，阿里云

在公有云市场的龙头地位依旧稳固，通
过不断推进云钉一体战略，深耕政企数
据化转型，提升政企用户粘性，进而推动
业务的持续增长。华为云提出了“云云
协同”战略，将华为云和华为终端云在能
力和生态方面进行深度协同，并发布华
为云Stack8.1、华为云Spark RTC等十
大新服务，提高综合服务能力。

腾讯云依托C2B的能力和生态多样
性，深耕金融、政务、智慧城市、文旅等领
域，通过差异化竞争，保持稳定增长。天
翼云升级为以分布式云为基础的 4.0 版

本，低时延、数据本地化的服务可满足下
沉市场需求，稳居中国公有云市场第
四。金山云持续提升在大数据、数据库、
RTC和视频编解码等PaaS层面的能力，
同时通过与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柯莱
特的生态合作，进一步丰富了金山云的
互联网客户资源。

从调查市场来看，阿里云、华为云、腾
讯云、天翼云以及金山云五家头部公司
共同占据81.9%的市场份额。阿里云持
续保持领先地位，华为云排名第二；腾讯
云位居第三；天翼云和金山云分别位列

第四和第五。
在“十四五”新基建国家战略的引导

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需求巨大。云
厂商正在加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自研能力、大数据分析与数据管理能力，
构建差异化优势并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不仅如此，云计算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助力产业升级、培育数字经济
的核心动能。因此，零售、制造、医疗、金
融、制药等行业正在加大云计算领域的
投资规模，为中国公有云市场的增长注
入新的活力。

重庆“门业大王”夏明宪，最近在陆续
收回个人分散投资。12月 6日，重庆产
权交易网发布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心翼申）1018万股股
份（占总股本15.24%）转让公告，转让方
为重庆美心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夏明
宪。此次股权若成功转让，夏明宪将从
美心翼申当中彻底退出，他是如何考虑
的？对此，夏明宪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此次转让的美心翼申股权，属于个人
投资，与美心集团无关，未来自己还将继
续收回其他个人分散投资，用于公司门
业、旅游两大产业的发展。

夏明宪说，以往凭着自己兴趣爱好，
涉猎了不少领域，但是美心集团的主业

始终没变，即以门业为主，近年来，虽然
行业大环境疲软，但美心门业依然保持
较高增速，今年1~11月门业板块同比累
计增长了 26%，美心门还走进了北京大
兴机场、白鹤滩水电站、国家冰雪运动训
练科研基地等诸多重大项目中。“未来美
心将继续坚持门业主业不动摇，并且将
开设新的智能工厂加码智能制造，以及
借助电商销售等加强产品个性化定制。”

此外，旅游也是美心未来专注的另一
重要领域。夏明宪介绍，目前美心正在重
点打造乡村振兴项目涪陵红酒小镇，投资
建设了红酒小镇泡桐村生态国际度假区
等。“截至2021年11月，红酒小镇已经接
待游客约3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2.1
亿，解决近1000人就业。”夏明宪透露，目
前景区正在建设“全球多元化索道公园”，

计划用索道网将乡村美景串起来，游客可
实现空中游景区，整个索道公园投资金额
预计在2亿左右。整个项目建成后，将形
成一个“空中索道网络”环线，可以将涪陵
滨江休闲区、户外拓展区、高速路综合服
务区、葡萄园、坝上村庄、油菜花田等景区
和乡村风光通过空中
环线交通网络的形式
串联起来，形成不同
的观光景色。

“全球多元化索
道公园犹如一个索道

‘博物馆’，让游客能
体验到世界80％的索
道形式。”夏明宪说，
这些索道不仅是旅游
观光的文化长廊，更

是一条“乡村振兴经济带”，助力乡村振
兴，助推涪陵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实现观
光游向深度体验游的转型，将整体打造成
集交通中转、体验购物、农业观光、农业种
植、景区游乐、葡萄采摘、乡村民宿、康养
等于一体的全新体验式旅游目的地。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专注门业和旅游 重庆“门业大王”陆续收回个人分散投资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此前，半导体咨询公司Yole 发布了
《汽车和工业应用的激光雷达》报告。报告
显示，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将在
2026年成为激光雷达最大的细分市场，占
比41%。中国激光雷达公司发展迅速，速
腾聚创、大疆、华为、禾赛等都榜上有名。

据Yole预测，在2020-2026年，激光
雷达（LiDAR）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1%，在2026年达到57亿美元规模。在
所有细分市场里，智慧城市增速最快，为
35%；自动驾驶出租车和巴士增速为33%；
智能物流为23%。值得关注的是，汽车雷
达增速将达到111%，在2026年市场达到
23亿美元。在全球份额上，法国公司Va-
leo占比28%，已经在奥迪、奔驰等车型上
量产；速腾聚创以10%居第二，将在广汽
埃安、上汽智己的车型上使用；此后是大疆
旗下Livox和其他5家公司，分别占7%；
华为、禾赛和部分其他公司分别占3%。

据亿欧汽车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
国车载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激光

雷达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80亿元、180亿
元和5亿元，分别占比29.63%、66.67%和
1.85%。去年，我国汽车雷达市场规模达
到270亿元。今年，我国汽车雷达市场规
模将超过去年。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数据，2020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522.5万辆和2531.1万辆。2021年有望
实现汽车销量超过2600万辆，同比增长
4%。随着汽车销售量的不断增长，汽车
雷达市场的规模也将持续增长。

汽车雷达不同品质，价位上有很大差
异，目前，激光雷达主要分三类：机械式、
半固态式和固态式。其中，车载半固态
和固态式激光雷达价格基本在1000美元
以内，而部分高端机械式激光雷达价格
在2018年达8万美元。华为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BU总裁王军曾表示，华为计划将
激光雷达的成本降至200美元，甚至有望
降到100美元。可见，随着未来激光雷达
的快速放量、企业竞争不断加剧，中短期
内其价格将呈下降趋势。

中国激光雷达公司发展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