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四大衛星導航系統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歐盟

北斗系統（BDS） GPS系統 GLONASS系統 Galileo系統

建成時間 2020年全面建成 1994年 1996年 預計2020年

星座設計（顆） 30 24 24 30

已發射衛星（顆） 59 72 - 28

在軌道衛星（顆） 51 34 27 26

定位精度（米） 10（全球）/5（亞太） 10 10 3

測速精度（米/秒） 0.2（全球）/0.1（亞太） 0.2 0.2 0.2

授時精度（納米） 20（全球）/10（亞太） 20 20 20

軍民用途 軍民兩用 軍民兩用 軍民合用 民用

造價 250億美元 300億美元 144億美元 100億歐元

註：表中定位精度、測速精度和授時精度均為各衛星導航系統規劃指標，各衛

星導航系統精度在不斷提升中。 資料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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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開通 服務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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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出席儀式。
人民大會堂雄偉壯麗，東大廳內燈光璀
璨、氣氛熱烈。10時30分，在熱烈的掌聲
中，習近平等步入儀式現場。
劉鶴主持儀式。儀式播放了反映北斗三號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設發展情況的視頻短
片。張又俠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
軍委的賀電。
10時48分，習近平走上主席台，宣布：

「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正式開通！」
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總書記充分肯定系統建設成就
儀式結束後，習近平等來到人民大會堂河
北廳，參觀北斗系統建設發展成果展覽展
示，聽取工程建設、運行服務、應用推廣、
國際合作和發展展望介紹。體現北斗系統自
主創新自主可控重要成果和規模化、市場
化、產業化應用以及國際化進程的展板和展

品，吸引了習近平的目光，他不時駐足察
看，詳細詢問有關情況。
習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統特別是北斗三號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設取得的成就。他指
出，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建成開
通，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
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對提升我國綜合國力，
對推動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我國經濟發展
和民生改善，對推動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我
國對外開放，對進一步增強民族自信心、努
力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26年來，參與北斗系統研製建
設的全體人員迎難而上、敢打硬仗、接續奮
鬥，發揚「兩彈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時代
北斗精神，要傳承好、弘揚好。要推廣北斗
系統應用，做好確保系統穩定運行等後續各
項工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推動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丁薛祥、許其亮、肖捷、何立峰，以及李

作成參加上述活動。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軍隊有關單位負

責同志，北斗系統參研參建代表等參加儀式。

已覆蓋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北斗不僅是中國的北斗，也是世
界的北斗，不僅服務中國，更是服務世界。
汪文斌表示，北斗系統建成後，將為全球用
戶提供基本導航、全球短報文通信、國際搜
救等服務。目前，北斗系統服務已經覆蓋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用戶突破一億，日服
務達兩億次，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國家都已開
始使用北斗系統。
據報道，北斗系統是黨中央決策實施的國

家重大科技工程。工程自1994年啟動，2000
年完成北斗一號系統建設，2012年完成北斗
二號系統建設。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全面建成並開通服務，標誌着工程「三步
走」發展戰略取得決戰決勝，我國成為世界
上第三個獨立擁有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國
家。目前，全球已有120餘個國家和地區使
用北斗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斗閃

耀，澤沐八方。北斗三號全球衛星

導航系統建成暨開通儀式7月

31日上午在北京舉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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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億元
2019 年中國衛星導
航與位置服務產業總
體產值達到3,450億
元人民幣，較 2018
年增長14.4%

數讀北斗 1億片
截至2019年底，國產北斗兼容型芯
片及模塊銷量已突破1億片。採用北
斗兼容芯片的終端產品社會總保有

量超過7億台/套（含智能手機）。

650萬輛
截至2019年底，國內超過650萬輛
營運車輛、36個城市的約8萬輛公
交車、3,200餘座內河導航設施已應

用北斗系統。

1萬人
全 國
70,000
餘艘漁

船和執法船安裝了北
斗終端，累計救助超
過10,000人。

7萬件
截至2019 年底，中國衛星導航專利
申請累計總量已超過7萬件，保持全
球第一位。

22納米
中國自主研發的新一代支持北斗三號
信號的22納米北斗/GNSS芯片定位
精度可達2米左右，產品主要面向大

眾、消費類、物聯網市場，已具備市場化應用條件。

數據來源：《新京報》據2020年《中國衛星導航與位置服務產業發展白皮書》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駐美大使崔天凱7月30日在美國
媒體發表署名文章說，中美關係的
前途命運還是在對話合作，實現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贏。中國的對美政策沒有變化。
崔天凱在POLITICO網站發表題

為《站到歷史正確一邊，推動中美
關係重返正軌》的署名文章中作上
述表示。

傲慢仇恨不能作外交基礎
文章指出，美國務院悍然要求中方

限時關閉駐休斯敦總領館，這一國際
外交實踐中罕見的舉動令世人震驚。
美方此舉將給領區人民申辦領事證件

造成不便，阻礙雙方人文交流，損害
兩國合作。從大背景看，這只是一段
時間以來美方一些人妖魔化中國、製
造中美意識形態對抗的一步而已。然
而，無知、傲慢、短視甚至仇恨不能
成為對外政策的基礎。
文章表示，本世紀以來，「9．

11」恐怖襲擊、國際金融危機、新
冠肺炎疫情三場危機足以讓我們明
白，人類是個命運共同體，應對非
傳統安全威脅等全球性挑戰是我們
共同的責任擔當。在此方面，使領
館能發揮獨特作用。在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的鬥爭中，駐休斯敦總領館
為雙方共同應對疫情發揮了橋樑作
用，這就是中美守望相助的寫照。

文章強調，如果非要選邊站隊，中
美乃至所有國家都應選擇站到歷史正
確一邊，做好自己的國家治理，並推
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世
界需要的是團結一致，而不是加劇分
裂。各國應互為夥伴而非假想敵。

願善意誠意發展中美關係
文章說，本周中方根據對等原則要

求美方關閉駐成都總領館，僅是對美
方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正當和
必要反應，符合外交慣例，也是主權
國家的應有權利。中方仍願本着善意
和誠意發展中美關係，希望美方能重
回中美關係發展的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 7月28日，習近平
總書記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總書記強調，要正確認識當前經濟形勢，深入調查
研究，以更大的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積極破解
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
和巨大壓力，為推進改革發展、戰勝各種風險挑戰
凝聚廣泛共識、匯聚強大力量。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
講話，在客觀分析今年所面臨嚴峻考驗的同時，鮮
明指出應對各種挑戰的實力，清晰闡明戰勝各種風
險考驗的底氣。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不僅對正確認
識當前經濟形勢極具指導意義，也為凝心聚力謀發
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必將為我們如期實現各項發展
目標任務提供強大力量。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

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當前，我國疫
情防控局勢平穩，經濟運行基本恢復，並且在二季

度實現GDP 3.2%的正增長。這在疫情衝擊背景下
實屬不易。在經濟形勢逆勢增長的關鍵時刻，習近
平總書記以「3點希望」為「凝聚廣泛共識、匯聚
強大力量」提供了思想和行動的指引，更加堅定了
全國上下攻堅克難再創佳績的信心和決心。
文章最後指出，我們要全面、辯證、發展地看待經

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危中見機，化危為機，
抓住新機遇，壯大新動能；要聚焦脫貧攻堅戰、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等黨中央關心的重點問題和區域協
調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
鍵問題，發揮各級組織和各方面人才的積極性和創
造性，統籌用好各類人才資源和專業智庫，提出有
見地、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要引導廣大成員正確
認識對待深化改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
正確認識對待來自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做好解疑
釋惑、理順情緒、化解矛盾的工作，為推動更大力
度的改革、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凝聚最大公約數。

崔天凱：盼美方重回中美關係發展正軌為凝聚廣泛共識匯聚強大力量

習近平宣布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電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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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

統建成暨開通儀式7月31日
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儀
式開始前，91歲高齡的中科

院院士孫家棟坐着輪椅，仍然
來到現場。進入現場時，他向參會人員和
工作人員揮手致意、問好。

人們還記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
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進入會場
時，在習近平右手邊的是孫家棟，這位今
年步入「90」後的航天科技專家，是中國
人造衛星技術和深空探測技術的開創者之
一，他伴隨新中國的航天事業走過了60餘
載風雨兼程。孫家棟是首任北斗衛星導航
系統總設計師，他帶領的團隊完成了我國
北斗一號、北斗二號建設任務，以及北斗
三號立項和論證，探索走出了一條符合中
國國情的衛星導航發展道路，為北斗三號

系統實現跨越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習近平曾登門看望
2011年前農曆小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的
習近平登門看望了三位為新中國科技事業
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其中就包括孫家
棟院士。

在孫家棟家中，習近平坐在孫老和他的
愛人中間，關切地詢問他的身體和起居情
況，並對他為中國航天科技事業發展作出
的突出貢獻表示敬意和感謝。

孫家棟向習近平發表了自己對創新型
科技人才培養的意見和建議，習近平聽
得認真。

習近平在交談中說，「兩彈一星」精神
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貴
精神財富。廣大航天工作者培育和發揚的

「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
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是
「兩彈一星」精神的延
續和發展。

來源：
央視網

「北斗之父」坐輪椅出席見證

■孫家棟院士出席開通儀式。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