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
开通仪式7月31日上午在北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

开通并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
果展览展示，代表党中央向参与系
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
的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统特
别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建设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
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对提升
我国综合国力，对推动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对推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
我国对外开放，对进一步增强民族
自信心、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6年
来，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
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

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
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
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做好确保系
统稳定运行等后续各项工作，为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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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建成暨开通仪式并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

香港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
据新华社香港7月31日电

鉴于目前香港严峻的疫情形势已
对选举造成重大影响，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7月31日宣布，她会
同行政会议基于公众利益和香港
实际情况，援引《紧急情况规例条
例》(“紧急法”)，决定将香港特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林郑月娥在当日傍晚举行的
记者会上表示，推迟四年一度的
立法会换届选举是非常艰难的决
定，但为了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维
护公共安全、保障市民健康并确
保选举在公开、公平情况下进行，
这是必须的决定。

林郑月娥表示，新的立法会
换届选举日期为2021年9月5日，
撤销此前有关2020年9月6日立法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现有选举程

序即告终结。但选举事务主任及
候选人仍须履行责任，备妥供公
众查阅的文件。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基本法
第六十九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除第一届任期为两年
外，每届任期四年。因此，“紧急
法”只能把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日
期推迟一年，而未能处理立法会
未来一年将出现“真空期”的问
题。为此，她已向中央人民政府呈
交紧急报告，寻求支持和指示。

林郑月娥表示，国务院已回
复，支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依
法作出的有关决定。对于香港特区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情况下如
何处理立法机关空缺的问题，中央
人民政府将依法提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

林郑月娥表示，经综合评估，
目前香港疫情正处于自2020年1
月以来最严峻的情况，社区扩散
会继续蔓延，大暴发风险与日俱
增，已构成极大公众危机。对于疫
情对选举造成的重大影响，她举
例说，立法会换届选举规模极大，
涉及大量人群聚集、人际互动等，
构成极大感染风险；在边境限制
措施下，数以十万计居住或滞留
内地及海外的登记选民不能回港
行使其投票权；“限聚令”使得选
举集会或其他惯常选举活动无法
举行等。

林郑月娥指出，海外推迟选
举的做法相当普遍，根据有关国
际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已至少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疫情关系而
推迟原定的选举。

香港中联办：保护市民健康的负责任之举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7月31日发
表声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基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形势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是保
护广大香港市民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负责任之举。

国务院港澳办：十分必要，合理合法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7

月31日发表声明，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鉴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的严峻态势，决定推迟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这体现了对香港市民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
责的态度，十分必要，合理合法，
中央政府充分理解和支持。

香港警方通缉罗冠聪等6名乱港分子
香港国安法实施1个月之

际，香港警方正式通缉6名逃往
海外的乱港分子，其中包括因
惧怕香港国安法而逃到英国的
乱港分子、“港独”组织“香港众

志”创党主席罗冠聪，“港独”组
织“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
驹等。这6人分别涉嫌煽动分裂
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
害国家安全。 据央视、新华社

全面建成的北斗将开启多大市场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 七成手机已用上北斗

北斗导航怎么用

不光知道“我在哪”还能告诉别人“在干啥”
通过星间链路，所有在轨北

斗卫星连成一张大网，实现北斗
“兄弟”手拉手、心相通，相互间
可以“通话”、测距，能自动“保持
队形”，使卫星定位精度大幅提
高。

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
北斗系统确有自己的“独门绝
技”：除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
务外，还能进行短报文通信，开创

了通信导航一体化的独特服务模
式，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

从功能看，其他卫星导航系
统仅能无源定位，用户只能知道

“我在哪”。而北斗用户则不同，
不但自己知道“我在哪”，还能告
诉别人“我在哪”“在干什么”。比
如突发地震、海上遇险时，在其
他通信手段失效的情况下，北斗
短报文通信可以成为传递求救

信息、拯救生命的最后保险索。
如今，北斗三号在全面兼容

北斗二号系统短报文通信服务
的基础上，区域短报文发送能力
一次提高近10倍，支持用户数量
从50万提高到1200万，而且能实
现40个汉字的全球短报文通信。此
外，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可以提供
星基增强、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
位、地基增强等多样化服务。

就中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7月31日说，北斗不仅
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
斗，不仅服务中国，更服务世界。

汪文斌说，北斗系统将为
全球用户提供基本导航、全球
短报文通信、国际搜救等服务。

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已经覆盖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突破
一亿，日服务达两亿次，全世界
一半以上的国家都已开始使用
北斗系统。他介绍，联合国外空
司近日发来祝贺视频，肯定北
斗系统对于推动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的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

外交部：

北斗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代北斗系统如何建成？

“三步走”战略 从无到有实现弯道超车
在北斗系统研制建设过程

中，工程全线克服种种困难，探索
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
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
特色发展道路，凭着追求卓越的精
神实现了“弯道超车”。“三步走”战
略：符合国情的“中国选择”。

同样是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美、俄和欧盟选择搞“一步建
全球”。我国起步晚、底子薄，明智
选择分步走，先解决有无、满足急
需，切实做到“把每个铜板都用在

刀刃上”。
1983年，“863计划”倡导者之

一陈芳允院士，创造性地提出“双
星定位”构想。这一方案，能以最
小星座、最少投入、最短周期实现

“从无到有”。
后来，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

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进一步组织
研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决
定先建试验系统，然后再建区域
系统，最后建成全球系统。

行稳致远、进而有为。2000年

建成北斗一号试验系统，使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
导航系统的国家。2012年建成北
斗二号区域系统，为亚太地区提
供服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全
球系统，实现了中国人孜孜以求
的“全球梦”。

奋斗没有休止符，追梦永远
在路上：2035年左右，我国将建成
以北斗系统为基础，更加泛在、更
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
位导航授时体系。

卫星导航系统与民众生活
联系紧密。北斗系统立项之初便
确立“边建边用、以用促建”的原
则，确保“天上好用、地上用好”。
目前，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交通
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
牧渔、城市治理等各行各业。

扫一扫确保饮食健康:利用
北斗定位和网络技术,市场上销
售的菜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追踪
它长在谁家地里,施过什么肥。

保障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北
斗高精准燃气泄漏检测系统结
合北斗精准服务网,实时监测甲
烷和乙烷,快速判断燃气泄漏,准

确定位疑似漏点。
带来自动驾驶变革:“5G+北

斗”高精度定位系统,可以实现毫
秒级时延和厘米级定位。

解决共享单车乱放:运用北
斗都可识别、可定位、可监管、可
处罚。

交通运输是北斗应用的主
战场之一。近年来中国道路运输
重特大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均
下降约50%。北斗正加速进入“新
基建”，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
融合。通过万物互联，“北斗+”应用
让生活更便利。

据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
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已经有
70%以上提供北斗服务。牧民坐在
家里就能通过北斗项圈放牧牛羊。
通过“北斗+支付”，能对1秒钟内成
百上千的股票、车票购买申请进行
精确排队，按序办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
北斗的贡献有目共睹。大年三十
晚上，工作人员奔赴武汉火神山
医院工地，北斗高精度定位设备
火速驰援，确保工地大部分放线
测量一次完成，为医院施工争取
了宝贵时间。

据新华社、央视、中新社

护航20余载，北斗有咱“烟台元素”
在北斗三号“收官星”发

射中，位于烟台的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513所承担了综合
电子系统综合业务单元、数据
处理与路由单元的研制任务。

据介绍，两款产品全面增
强了卫星电子系统的综合管理
能力，实现星上信息统一处理
和共享，提升了我国整星信息
融合和智能化管理能力。同时，
产品核心元器件100%国产化，
真正实现了自主可控。

513所作为我国航天器电
子产品的重要研制单位,早在20

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我国北
斗系统建设工作。

自2009年我国北斗三号系
统工程启动以来，513所承担了
全部30颗卫星共计507台/套产
品的研制工作。其中，国产大功
率电源控制器由深圳航天科技
创新研究院与513所联合成立
的航天新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研制。该产品作为整个卫星及
电源分系统的关键单机，是卫
星全寿命周期内稳定运行的核
心保障。

本报记者

北北斗斗与与国国际际

其其他他三三大大卫卫星星系系统统区区别别

所属国家/地区
北斗系统

中国

GPS

美国

格洛纳斯

俄罗斯

伽利略

欧盟

建成时间
2020年

全面建成

1994年

建成

1996年

投入服务

预计2020年

全面建成

已发射卫星（颗） 59 72 ——— 30

在轨卫星（颗） 51 34 27 26

功能

定位导航授时、短

报文通信、国际搜

救、地基增强、精

密单点定位

导航

测量

授时

定位

导航

测速

授时

定位

导航

授时

搜救

定位精度（米）
10（全球）

5（亚太地区）
10 10 3

测速精度

（米/秒）

10（全球）

5（亚太地区）
0 . 2 0 . 2 0 . 2

授时精度（纳米）
20（全球）

10（亚太地区）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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