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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社东京 2 月 6 日电(记者王
可佳)临近春节旅游季，日本媒体报
道，一些在日华人以机场为中心，利用
私家车向游客提供接送机等载客服
务，有的司机还身兼导游，带乘客前往
景点并提供随行讲解服务。

这些私家车的车牌是白色的，有
别于绿色车牌的运营用小轿车，在日
本被称为“白出租”，其实就是“黑出
租”。在日本，用私家车有偿载客违反

《道路运送法》，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
检举，司机可能被判处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及 300 万日元(约合 18 万元人民
币)以下罚款。而乘坐者也面临一定风
险。

乘坐“黑出租”有风险

在日本，出租车运营前需向国土
交通省备案并获得出租车业务运营许
可，方可获得绿色车牌；出租车司机还
需考取有载客资格的专用驾照。

“黑出租”比日本正规出租车要价
低，司机还能说中文，在中国游客中深
受欢迎。很多游客选择“黑出租”服务，
但并未意识到这是违法服务。

北京的赵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一
家人赴日旅行时曾使用此类机场接送
服务。司机师傅风趣有礼貌，又是中国
人，交流上没有障碍，而且提供服务的
7 座车型能放下很多行李，比普通出
租车更能满足一家人出行的需要。

“我不知道是‘黑车’啊，不是正规
APP 的服务吗？”像赵女士这样在日
本莫名其妙坐上“黑出租”的中国游客
不在少数。

尽管日本法律专家指出乘坐“黑出租”并不违法，但这
仍存在一定风险。

首先，“黑出租”的司机通常不具备正规出租车司机所
拥有的载客资格专用驾照，其驾驶能力能否胜任载客服务
值得推敲；第二，有关部门并未强制私家车购买某些正规出
租车必备的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黑出租”的乘客可能
得不到充分理赔；第三，“黑出租”的乘客虽不必承担法律责
任，但可能需要配合警方调查，会耗费大量时间，引来不必
要的麻烦；最后，“黑出租”并未在日本国土交通省完成必要
的备案，存在安全隐患。

警方加大打击力度

事实上，“黑出租”的存在早已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最
近数月，警方已加大力度打击机场和旅游景点的“黑出租”
服务。

据日媒报道，大阪府警方去年 10 月底逮捕了数名涉嫌
在关西机场长期提供“黑出租”服务的中国人。去年 11 月
17 日，东京警方逮捕两名涉嫌长期在新宿提供“黑出租”服
务的韩国籍男子。今年 2 月 1 日，日本爱知县警方宣布，逮
捕涉嫌在名古屋开“黑出租”的酒井友博等 4 人。记者从一
些日本朋友处了解到，“黑出租”司机也包括日本当地人。

不过，“黑出租”发现容易，但取证较难。日本警方说，大
部分“黑出租”的司机和乘客之间使用外国的手机 APP 沟
通和付费，警方很难取证。如果司机和乘客都称只是接送朋
友，不涉及经济利益，警方也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日本警方仍在加大力度打击“黑出租”。据
《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警方近期在东京羽田机场开展集中
取缔“黑出租”行动，发现有私家车在航站楼乘客下车口处
停留就上前盘问，要求司机出示驾照及车检证等证件。

在东京市区，警方也加大了管制力度。一名在日华人告
诉记者，日前他在东京某交通枢纽车站接女友下班时曾在
车站附近短暂停留，遭到两名警察盘问。他向警方解释为何
临时停车，女友到场后也接受询问，警方看两人描述一致才
放行。

网约车发展不顺

网约“黑出租”受欢迎，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传统出租车
行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现实。

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数据显示，2016 年访日游客数量超
过 2400 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达 640 万人次；到 2020 年东
京奥运会时这一数字或进一步增加。

然而，面对如此大的市场需求，日本出租车司机会说中
文的却不多。为迎接 2020 年奥运会，日本出租车界正探讨
引进相关英语会话考试以提升司机英语交流能力，却未引
进类似的中文培训和考试环节。

国人可能对网约车已习以为常，但这一行业在日本的
发展并不顺利。日本传统出租业非常成熟，要想改变业态及
运营方式相当难，致使想分走利益蛋糕的网约车发展严重
受阻。

日本全国配车及出租车联合会曾发表声明说：“日本出
租车是世界上最安全、放心的交通工具，决不允许存在安全
问题的‘黑车’合法化。”

在日本学习政治法律专业的王先生认为，网约车等新
兴业态虽不成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推动传统行业转变，
以适应新时代的市场需要。

日本政府也意识到旅游服务资源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
一问题。日本国会已通过相关法案，允许私家车在个别缺乏
公共交通工具的空白地带提供有偿载客服务。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6 日电(记者林小
春、周舟)带着一辆红色特斯拉电动跑车，
世界现役最强大重型运载火箭“猎鹰重
型” 6 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升空，飞向遥
远的火星。这次发射缘何引人注目？火箭
牛在什么地方？对全球太空行业影响几
何？

运力仅次于登月火箭

研制“猎鹰重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虽然只是一家私人公司，但实力堪比国
家航天机构。 2017 年，美国全年发射 29
次，其中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占 18 次，全部
成功。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被誉为“硅谷
钢铁侠”，除航天外，还在互联网、电动汽车
和能源方面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成就。

“猎鹰重型”发射引人注目，在于它
填补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两项不足，即
进入地球同步轨道的能力和飞出地球之外
的载人探索能力。这两个领域都需要大推
力火箭。

按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说法，该火
箭发射时可产生约 227 万千克的推力，相
当于 18 架波音 747 飞机。

在历史上，只有上世纪的“土星 5 号”登
月火箭的运力比“猎鹰重型”更强。

美国行星学会航天专家贾森·戴维斯认
为，“猎鹰重型”足以满足现有航天发射
市场绝大部分用户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卫星的需求，所以“即便对一家经常做大
事的航天公司而言，这也是一桩大事”，将促
进商业发射市场上的竞争。

风险优势共存

“猎鹰重型”的成功首秀其实没看上去那么
容易。首先，该火箭有 27个发动机并联工作，出
问题的概率很大，所以马斯克才一直强调，火箭
有可能在发射台上爆炸，只要升空就算成功。

其次，3 枚“猎鹰 9”火箭组成的第一级
在飞行中可能产生共振，导致火箭结构出现
问题；而上面级火箭外层可能结冰，冰块可能
像“炮弹”一样落在两侧的箭锥上。

第三，火箭上面级将经过地球上空的范
艾伦辐射带，大量辐射和高能粒子可能会破
坏火箭系统。

尽管存在巨大风险，“猎鹰重型”的独特
架构也有着其他重型火箭无法比拟的独特优
势。首先，重型火箭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猎鹰
重型”可以在需要时利用“猎鹰 9”火箭改装，
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联合发
射联盟就不得不同时维持“宇宙神 5”型和
“德尔塔 4”重型两种火箭，所以“猎鹰重型”
可能减少了一些维护费用。

其次，“猎鹰 9”以第一级可回收著称，
“猎鹰重型”把这一特点提升到了一个新高
度，从而有望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此次
发射中，虽然中间的火箭芯级落入海中，但距
回收无人船仅有 100 米，而两侧的助推器同
时在发射场附近的陆地上回收成功。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目前为“猎鹰 9”定的发射价是
6200 万美元，而“猎鹰重型”是 9000 万美元。

鉴于“猎鹰重型”的研发投入只有 5 亿美
元，而且可重复使用，美国火星学会发表声明
说：“这是一场革命。”

新太空竞赛

此次首飞中，“猎鹰重型”还带着一辆红
色特斯拉跑车。马斯克自己形容，这事干得
“傻乎乎但又有趣，但傻而又有趣的事件很重
要”。也许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正是这位科
技“狂人”累累有惊人之举的缘故吧。

至少在火箭上，马斯克不满足于只拥有
“猎鹰 9”和“猎鹰重型”。他在发射前电话记
者会上透露，“猎鹰重型”还能再捆绑两枚“猎
鹰 9”火箭，组成“猎鹰超重型”火箭，从而有
更大的运力。另外，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接下来
将重点研制“大猎鹰火箭”，用于载人。

马斯克认为，他将能以不比“猎鹰 9”火
箭贵很多的价格提供超重型或接近超重型火
箭的运力，并很自信地说：“如果它取得成功，
其他重型火箭就没戏了。”

美国商业太空飞行协会主席埃里克·斯
托默发表声明称赞，“猎鹰重型”的成功首飞
“代表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商业太空行业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 2018 年的商业太空
飞行开了一个好头。

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之外，美国航天局
正在研制“太空发射系统”大推力运载火箭”，
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创建的蓝色
起源公司计划推出“新格林”火箭，联合发射联
盟正在打造新一代“火神”火箭，其他一些航天
大国也都有自己的大推力火箭发展计划。

马斯克在发射后记者会上说，希望“猎鹰
重型”的试飞将鼓励其他公司和国家发展更
强大的火箭。“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太空竞赛，”
他说，“竞赛令人兴奋。”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6 日电(记者周舟、林小
春)现役世界最强大运载火箭“猎鹰重型”6 日
成功发射，在约 10 万人的现场“围观”下，携带
着一辆红色特斯拉电动跑车飞往火星。这种火
箭推力大、可回收，被认为将重塑重型运载火箭
行业的游戏规则。

当地时间 15时 45 分(北京时间 7 日 4时
45 分)，“猎鹰重型”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
航天中心 39A 发射台腾空而起，拖着熊熊尾焰
直入蓝天。1969 年，“土星 5 号”火箭正是从这

座发射台升空，首次将人类送往月球。
“猎鹰重型”由美国私企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研发，第一级由 3 枚“猎鹰 9”的一级火箭捆
绑而成。发射约 8 分钟后，它两侧的助推器同
时在发射场附近陆地回收成功，但中间的火
箭芯级落入海中，没能按计划降在回收船上。

目前，火箭第二级正飞向地球与火星间
的椭圆形绕日轨道。

“猎鹰重型”携带了一辆红色特斯拉跑
车，车上播放 1969 年登月那年戴维·鲍伊演

唱的经典歌曲《太空怪人》。跑车里有一个身
着黑白色太空服的假人，仪表盘上用英文写
着“别惊慌”，而车辆电路板上印着“由人类在
地球制造”。

“真是看起来太假了。”在发射成功后的记
者会上谈到“跑车上天”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说：“也许有一天外星人会
发现这辆车，这些家伙们会怎么想呢？”

“猎鹰重型”一级共有 27 个发动机，是
“土星 5 号”登月火箭以来发射能力最强的运

载火箭。
“猎鹰重型”也是一款可重复使用的运载

火箭，可将约 64 吨有效载荷(相当于一架满
载的波音 737 飞机)送入近地轨道，发射能力
是现役排第二的“德尔塔 4”重型火箭约两
倍，而发射成本只有后者约三分之一。火箭从
一开始就按照载人标准设计，有潜力将宇航
员送上月球甚至火星。马斯克说，“猎鹰重型”
具有可回收、成本低等特点，如果取得成功，
将给火箭市场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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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6
日电(记者周舟、林小春)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
型运载火箭“猎鹰重型”6
日首飞成功，这个第一级
就拥有 27 个引擎的“大家
伙”是世界现役最强运载
火箭。但“猎鹰重型”也并
非一枝独秀，运载火箭界
还有哪些“大块头”？

怎样才算得上“重型
火箭”？根据美国航天局网
站的定义，一般来讲重型
运载火箭的有效载荷较
大。如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土星 5 号”火箭可将超过
1 0 0 吨载荷送入近地轨
道，但在 1973 年最后一次
发射后，它已经退役。

国际上常见的现役重
型运载火箭有如下四种。

“德 尔 塔 4 ”型 火
箭——— 本世纪初美国低成
本火箭研究计划的产物，
是具有 11 吨到 25 吨近地
轨道运力的中型大推力火
箭。第一级采用液氢和液
氧作为燃料。这种火箭在
本世纪初推出后，因成本
低廉、性能可靠而一炮走
红。

“宇 宙 神 5 ”型 火
箭——— 由美国联合发射联
盟公司生产，近地轨道运
力约 19 吨，地球同步转移
轨道运力约 9 吨。由于所
用发动机为俄罗斯生产，
美国国会立法禁止美国相
关机构今后使用“宇宙神
5”型火箭，这也是该公司
研发“火神”火箭的原因。

“阿丽亚娜 5”型火箭——— 欧洲生产的大推
力运载火箭，1996 年首次试验发射，1999 年投
入商业发射。火箭可将 20 吨载荷送至近地轨
道，将 10 吨载荷送至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安加拉 5”型火箭——— 俄罗斯的大型运载
火箭，2014 年首次发射成功。火箭近地轨道运
力近 25 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力可达 7 吨以
上。

此外，还有四种重型运载火箭正在研发过
程之中。

“新格林”火箭——— 这是亚马逊公司创始人
杰夫·贝索斯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计划推出的
大推力运载火箭，将使用 7 个以天然气和液氧
为燃料的发动机驱动，其三级版本高 95 米，第
三级装备使用液氢与液氧的发动机，可将载荷
发射至近地轨道以外。

“火神”火箭——— 这是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
司推出的新一代火箭，计划于 2019 年取代公司
现有的“宇宙神 5”型火箭，并有望最终取代“德
尔塔 4”型火箭。这种火箭第一级可以空中回
收，但回收方案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
鹰”系列火箭不同。据介绍，它的第一级发动机
会在高空与火箭燃料箱等分离，然后打开降落
伞降速，下降到一定高度再派直升机将其抓住。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 这是美国航天局
深空探索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打算将人送上
火星。这种火箭由航天飞机演变而来，预计燃料
为液氢和液氧。据美国航天局网站说，“太空发
射系统”的最高载荷可达 130 吨。

新“能源”火箭——— 俄罗斯国家航天事务集
团表示将以曾经可与“土星 5 号”媲美的苏联
“能源”火箭技术为基础，改进“格鲁什科”科学
生产公司制造的 RD-171 型火箭发动机，在未
来 5 至 7 年研制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 160 吨
的超重型运载火箭，用于探索月球及其他天体
的任务。

“猎鹰重型”首飞看点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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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今年 1 月以来，华为、阿里等中国企业在
拓展美国市场时纷纷遇挫，被美方以“国家安
全”为由拒之门外。特别是华为手机产品一再
遭到美方电信运营商的“封杀”。

一边是中国市场欢迎苹果手机在华销售，
一边是美国市场禁止华为手机赴美销售；同样
是销售手机，一个是装有“美国芯”的苹果手机
可以进入中国千家万户，一个是装有“中国芯”

的华为手机不能越过美国雷池半步。二者反差
之大，明眼人一看便知，谁在设置贸易壁垒。

如果说美方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其政府
部门采购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尚可理解，但
这一次却是阻止中国手机进入美国民间市
场。也就是说，一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著称的美国政府，却在用“看得见的手”阻挠
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美国的做法给外界
传递了一个信号，为了少数人利益，市场经
济原则、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统统可
以不讲。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强调“公平贸易”。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式的“公平贸易”

是以牺牲别国的公平为代价的。一方面，中

国对美贸易和投资敞开大门，美国的苹果、
思科、微软等产品多年在中国热销，而且中
国对美国金融和服务业开放力度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中国华为手机进入美国市场、蚂
蚁金服收购美国企业却一再遭到阻挠。这种
将本国利益高悬于国际规则之上的“公平贸
易”怎么能立得住脚？

应该看到，美国对中国产品和企业封
锁的背后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戒备，是对
中国科技快速进步的担忧。美国商务部长
在此前召开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也表达了
中国高科技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担忧。但实

际上，中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

实行保护主义并不能真正锁住竞争对
手，反而会自缚手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中国品牌实力的增
强、声誉的扩大，正是得益于 40 年来改革开
放的不断推进，在开放中成长壮大。

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终只会损害
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唯有摒弃冷战思
维，不断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才能推动中
美经贸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记者于佳欣、王攀)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一再“封杀”中国企业，谈何“公平贸易” 新华社柏林 2 月 7 日电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盟党
和社会民主党(社民党)7 日就联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

联盟党和社民党联合组阁谈判的最后一轮会谈于 6 日
开始。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艰难谈判，双方代表 7 日上午
就组阁协议达成一致，除各领域主要政策外，双方还确定
了未来政府各部门领导权在党派间的分配情况。

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社民党近期将组织全党约
46 . 4 万名党员进行投票，对是否参加组阁作出最终决
定。若投票结果支持参加组阁，新一届政府有望在 3 月底
前组建成功。届时，德国将结束在去年大选后一直未能组
建新政府的局面。

去年 9 月，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此后，联盟党先
同自民党和绿党尝试组阁，但未获成功。今年 1 月，联盟
党同社民党展开试探性组阁对话，并于 12 日达成一致。
21 日，社民党特别党代会以微弱优势表决通过同联盟党
展开组阁谈判的决议。 26 日，谈判正式启动。

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

就联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

世界最强运载火箭带跑车飞向火星

“猎鹰重型”或重塑运载火箭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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