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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斗全球梦圆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中国自主建
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启了高质量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崭新篇章。
抚今追昔，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来之不易。从北斗一号工程立项开始，几代北斗人接续
奋斗、数十万建设者聚力托举，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展现“中
国精度”、彰显“中国气度”。

北斗梦圆

“星”路历程

万众一心彰显制度优势
2017 年 11 月，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双星
首次发射。不到 3 年时间，中国北斗就比
原定计划提前半年成功实现全球组网，让
全世界领略到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硬核实力。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亲自决策实施的国
家重大科技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

“三步走”
战略

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
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
2017 年 11 月到 2020 年 6 月，我国成
功发射 30 颗北斗三号组网星和 2 颗北斗二
号备份星，成功率 100%，以月均 1 颗星的
速度，创造世界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发射新
纪录。

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院士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

2000 年
建成北斗一号试验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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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攀高峰矢志自主创新
关键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
北斗面对缺乏频率资源、没有自己的原子
钟和芯片等难关，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追
求卓越的发展道路。
——有惊无险，
首获占
“频”之胜。
北斗起步之时，国际上优质频率资源
已经所剩无几，经过艰苦谈判，终于推动国
际电联从航空导航频段中，辟出两小段资
源作为卫星导航合法使用频段。国际电联
规定，各国均可平等申请新资源使用权，但
必须在 7 年有效期内发射导航卫星，并成
功接收传回信号，
逾期则自动失效。
为保住 2007 年 4 月 17 日这一最后“窗
口”，工程全系统抢在 2 月底完成卫星研
制。然而临射前，卫星上的应答机突现异
常。为确保万无一失，工程试验队果断将
已矗立塔架的星箭组合体拆开，取出卫星
应答机，
72 小时不眠不休，
成功排除故障。
4 月 14 日 4 时 11 分，这颗肩负重要使
命的卫星发射成功；
17 日 20 时许，
北京清晰
地接收到来自这颗卫星的信号。那一刻，
距
离频率失效后限已不到 4 个小时。中国北
斗在最后时刻
“压哨破门”
，
拿到了进军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俱乐部的
“入场券”
。
——集智会战，
攻克无
“钟”之困。
星载原子钟是导航卫星的“心脏”，是
卫星导航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其性能对
系统定位和授时精度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 尽 早“ 让 中 国 的 北 斗 用 上 最 好 的
钟”，工程总体组织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

成立 3 支研发队伍同步进行攻坚。不到两
年时间，3 支队伍全都取得成功，自主研发
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钟。
很快北斗卫星上便批量搭载全国产化
星载原子钟，并实现“双钟”相互备份，卫星
可靠性和在轨寿命大幅提升。
——负重登攀，消除缺
“芯”
之忧。
缺少“中国芯”，一直是困扰我国高科
技领域的一块“心病”。对于北斗系统工程
建设和应用来说，拥有国产芯片，对于确保
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至关重要。
如今，国产北斗芯片工艺由 0.35 微米
提升到 28 纳米，已在物联网和消费电子领
域广泛应用。支持北斗三号新信号的 22
纳米工艺射频基带一体化导航定位芯片，
功耗更低、精度更高，具备批量生产能力。
截至 2019 年底，国产导航型芯片出货量已
超 1 亿片，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高精度板
卡和天线已输出到 1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独辟蹊径，破解布
“站”
之难。
为解决北斗系统国内建站实现全球运
行和服务的难题，北斗系统首创 Ka 频段星
间链路，创造性地提出高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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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卫星定位精度大幅提高。凭借
这一“绝活”，工程实现了仅依靠国内布站
情况下对全球星座的运行控制，以及全球
服务能力与世界一流系统的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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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北斗“全球梦”。

“混合式”
星座
北斗一号：国际首创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提供导航定位服务；
北斗二号：国际首创以地球静止轨道和倾斜地球
同步轨道卫星为骨干，
兼有中圆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
北斗三号：
将“混合星座构型”发扬光大，
建成拥
有 24 颗中圆轨道卫星、3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 颗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系统。

“一体化”
设计
北斗“独门绝技”：通信导航一体化，提供全
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短报文通信。
北斗用户：不但自己知道“我在哪”，还能
告诉别人“我在哪”
“在干什么”。

6 月 23 日，我国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
网卫星升空。
新华社发

北斗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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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40个汉
字的全球短报文通信。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可提供星
基增强、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位等服务。北斗短报文
通信可成为传递求救信息、
拯救生命的最后保险索。

受贿超7亿元 赵正永一审被判死缓
据新华社天津7月31日电 2020年7
月3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
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受
贿案，对被告人赵正永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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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减刑、假释。赵正永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
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8年，被告人
赵正永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陕西省
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代省长、省长、中
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
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晋升、

工作调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单独或伙同其
妻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7.17亿余元。其中2.9亿余元尚未实
际取得，
属于犯罪未遂。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赵正永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
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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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收受部分财物
系犯罪未遂，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认罪
悔罪，赃款赃物均已查封、扣押、冻结在案，
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
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赵正永的犯
罪事实和情节，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
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
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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