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0年8月4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 检校：张媚 蔡法A08 综合

■■■■■ ■■■■■ ■■■■■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三大看点

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的北斗三号已经产生哪些应用成果，未来又将如何服务世界？3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
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等对此作出解答。

北斗系统自20世纪90年代启
动研制，按“三步走”发展战略，先有
源后无源，先区域后全球，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的卫星导航系统建设道
路。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北斗“三
步走”发展战略圆满完成，北斗迈进
全球服务新时代。

“建成即开通，开通即服务。”中
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
说，自2009年11月启动建设以来，
北斗三号工程历经关键技术攻关、试
验卫星工程、最简系统、基本系统、完
整系统五个阶段，提前半年完成全球
星座部署，开通全系统服务。

400多家单位、30余万科技人
员集智攻关，实现北斗三号卫星核
心器部件国产化率100%；自2017
年 11月起，两年半内高密度发射

18箭30星，建成40余个地面站，高
效完成组网，快速形成星地一体化
运行能力……

“北斗三号是功能强大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功能性能指标达到
世界一流。”冉承其说，北斗三号具
备导航定位和通信数传两大功能，
可提供定位导航授时、全球短报文
通信、区域短报文通信、国际搜救、
星基增强、地基增强、精密单点定位
共7类服务，全球服务可用性优于
99%。

其中，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区域
通信能力已达每次 14000 比特
（1000汉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
片，并支持每次560比特（40个汉
字）的全球通信能力；国际搜救服务
检测概率优于99%，具备返向链路
确认特色能力，增强遇险人员求生
信心。

今年7月，湖南省石门县南北
镇连日降雨引发大型山体滑坡，得
益于高精度北斗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预警，附近居民及时安全转移，
无一人伤亡。

“应用是北斗系统建设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冉承其说，10年来，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
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2019年达
到 3450 亿元，2020 年有望超过
4000亿元。

灾害预警只是北斗的丰富应用
之一。护航京张高铁自动驾驶，助
力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为珠峰

“测身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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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等行业，融入电
力、金融、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施
建设。

“中国芯”是北斗系统的核心。
28纳米工艺的北斗卫星导航芯片
已经量产，22纳米工艺芯片即将量
产，大部分智能手机均支持北斗功
能，我国已经构建起集芯片、模块、
板卡、终端和运营服务为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

“在芯片发展规划上，中国企业
和科研人员非常有积极性，把价格
大大降低，现在最便宜的芯片不到
1美元。我们特别有信心把芯片做
到又好又便宜。”冉承其说。

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之一，目前，北斗相关产
品已出口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向
亿级以上用户提供服务，基于北斗
的国土测绘、精准农业、数字施工、
智慧港口等已在东盟、南亚、东欧、
西亚、非洲成功应用。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北斗
永远在路上，建设在路上、应用在
路上。北斗三号建成以后，我们已
经着手下一代北斗建设发展。”冉
承其说。

卫星导航有天然的脆弱性，信
号弱、容易被干扰，在室内、水下等
场所易受影响。将于2035年建成
的以北斗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综合定
位导航授时体系将融合各种技术，
提供从室内到室外、深海到深空的
立体服务覆盖的，更强、更安全、更
可靠的服务。

冉承其介绍，兼容互操作是卫
星导航系统之间重要的合作内容，
实现北斗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之
间在信号层面互不干扰，并达到

“1+1>2”的效益。目前，北斗和美
国、俄罗斯、欧盟卫星导航系统的
兼容与互操作及系统间合作持续
深化，后续将进一步推动应用、技
术等方面合作。此外，即将建设的
低轨星座系统有望在2025年前让
全世界享受到北斗的厘米级定位
服务。

和系统建设成就相比，北斗的

未来应用道路依然漫长。冉承其
说，北斗卫星导航和5G、大数据、人
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融合，
将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带
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高精度应用到风力发电，能提
高20%以上的效益。国内企业正致
力把北斗高精度应用和5G融合，在
自动驾驶、互联网汽车等方面创新
应用，无人化、智能化将是‘北斗+
5G’带来的新变化。”冉承其说。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记者
温竞华）

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

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120余个国家和地区

2025年前让全世界享受到北斗的厘米级定位服务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全国脱贫
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3日发布
了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通过初评
候选对象公示名单，共有142名候选
个人和60个候选单位通过初评，其中

奋进奖有35人，贡献奖36人，奉献奖
35人，创新奖36人，组织创新奖60个。

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与往年相比，今年通过初评的候选对
象覆盖面更广，更加注重面向脱贫攻

坚主战场和基层一线，更加强调脱贫
攻坚实绩导向，更加注重突出广泛代表
性和创新性，事迹更加感染人，切实反
映全党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伟大事业。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由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实施。
下一步，还将征求部门意见、组织开展
复评等，按程序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在今年全国扶贫日期间，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将召开表彰大会，对获

奖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进行隆重表
彰，采取举办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录
制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节目、编辑出
版图书等形式广泛宣传，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营造浓厚氛围。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初评结果公布

2017年6月9日，参观者在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参观展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型。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全自动”驾驶
这回真的不远了？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不久前举行的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透露，今年将完成自动驾驶最
高级别的基础功能开发，全自动驾驶可能很快会
实现……“全自动”驾驶，这回真的不远了吗？

技术成熟吗？
按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制定的技术标准，自

动驾驶分为L1－L5等多个级别。L5是最高级，
被称为“全自动化驾驶”。通俗理解，即车辆在任
何道路环境下都不再需要任何人为干预，可自主
完成所有驾驶操作。

原本，人们以为这一“科幻愿景”的实现只会
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直到上个月，马斯克明确表
示“全自动驾驶可能很快会实现”，人们才仿佛从

“梦中惊醒”，难道“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特斯拉中国工程技术总监王文佳对记者表

示：“在不考虑政策法规等外部不可预测因素的前
提下，单看车辆的技术成熟度，今年特斯拉有望在
有红绿灯的公共道路上实现自动驾驶技术研发的
飞跃。目前，特斯拉已经具备完整的高速公路自
动辅助驾驶技术能力。”

获得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测试许可的文远知行
首席运营官张力告诉记者，实现驾驶“全自动”，美
国多采用“单车智能”技术路线，而中国则大多采
用“单车智能＋车路协同”的“双翅膀”路线。“中国
国内道路交通状况比美国要复杂很多，自动驾驶
车辆经历的训练强度也更大，只要给一定时间，我
们必定能够快速迭代。”

应用前景如何？
记者调研发现，事实上，目前，在长沙、上海、

广州等城市的部分地区，一些市民已经试乘了、甚
至习惯了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比如，在长沙，百
度与中国一汽红旗共同组建了一支由45辆车组
成的L4级（高度自动驾驶）出租车队。

张力表示，实现驾驶“全自动”需要经历五个
阶段：一是，在封闭道路，将传统汽车改装成自动
驾驶测试车跑起来；二是，把车开到公共道路上测
试；三是，根据业务场景，在公共道路上搭载乘客
或货物，做载客运营；四是，去掉驾驶座位上的安
全员，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进行公共道路上的无
人驾驶测试；五是，完成测试后，实现载客无人驾
驶，也即真正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目前，国内领先的自动驾驶企业已经率先从
出租车领域切入，开始第三阶段局部城区、小规模
运营。经验积累充足、国内智慧路网建设基本成
熟后有望在全国范围运营。”张力说。

王文佳分析，过往实践证明，从手动驾驶到出
现自动挡，再到推出辅助驾驶系统，迭代速度都超
乎想象。由此判断，真正具备应用意义上的无人
驾驶技术有望3-5年全面铺开。

真敢坐吗？
未来，随着自动驾驶出租车覆盖更多城市，乃

至没有司机的“无人车”开始驶入公共道路，出行
会变得更加安全吗？

王文佳介绍，特斯拉2020年第二季度安全报
告显示，有自动辅助驾驶参与时，平均每行驶729
万公里报告1次交通事故，安全性是普通行车安
全的9倍，可见，自动驾驶技术参与下的行驶安全
性或许已高于人类。

高德地图创始人成从武表示，驾驶座位上没
有司机，短期不会实现，但更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
的确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购车新潮，而消费者
可能会经历一段心理适应过程。“高级别自动驾驶
走向普及，有时候不是车的技术问题、不是车企的
能力问题，而是消费者的心理接受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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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市县名称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文昌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三亚市

琼海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352

1.360

1.404

1.429

1.455

1.530

1.536

1.596

1.597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市县名称

定安县

万宁市

东方市

屯昌县

澄迈县

临高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海口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649

1.708

1.734

1.754

1.845

1.923

1.956

2.026

2.042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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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市县名称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海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临高县

文昌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544

1.708

1.749

1.758

1.781

1.795

1.841

1.842

1.865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市县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澄迈县

屯昌县

万宁市

东方市

儋州市

海口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954

2.032

2.044

2.077

2.082

2.138

2.143

2.149

2.164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5月20日

4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

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0年5月14日

2020年4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按 照《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空
气 质 量 评 价 技 术 规 范（试 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
19号）评价，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99.5%，其中优级天数比
例为81.5%，良级天数比例为18.0%，

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0.5%，无中度及
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分
别是五指山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

海市，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是昌江黎
族自治县、海口市和儋州市。2020年
4月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环
境空气质量排名见右图。

2020年4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20年5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按 照《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空
气 质 量 评 价 技 术 规 范（试 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
19号）评价，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100%，其中优级天数比
例为91.8%，良级天数比例为8.2%，

无轻度及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

分别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昌市
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市县

分别是海口市、儋州市和昌江黎族自
治县。2020 年 5 月全省 18 个市县
（不含三沙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见
右图。

2020年5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5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

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0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