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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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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通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北斗闪耀，泽沐八方。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
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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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人民大会堂雄伟壮丽，东大厅内
灯光璀璨、气氛热烈。10 时 30 分，在
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等步入仪式现
场。
刘鹤主持仪式。仪式播放了反映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
情况的视频短片。张又侠宣读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
10 时 48 分，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宣
布：
“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

开通！”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仪式结束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河北厅，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
果展览展示，听取工程建设、运行服务、
应用推广、国际合作和发展展望介绍。
体现北斗系统自主创新自主可控重要
成果和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应用以
及国际化进程的展板和展品，吸引了习
近平的目光，他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
问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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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许其亮、肖捷、何立峰，以
及李作成参加上述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北斗系统参研参建代
表等参加仪式。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国
家 重 大 科 技 工 程 。 工 程 自 1994 年 启
动，2000 年完成北斗一号系统建设，
2012 年完成北斗二号系统建设。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并开
通服务，标志着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
取得决战决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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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已有 120 余个国家和地区使
用北斗系统。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对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的贺电
新华社电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各参研参建单位和全体同志：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启动建设以来，
各参研参建单位和全体同志始终秉承航天报国、
科技强国使命情怀，
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
勠力创新、
攻坚克难，
成功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提前完成系统建设，
建成了我国独立自主、
开放兼容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是我国攀登科技高峰、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国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战略成果，凝结着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的心血，饱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本色，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是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新征程上夺取的又一伟大胜利，必将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不负韶华的时代担当、
实干兴邦的决心意志，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历史功勋！
仰望星空、
北斗璀璨，
脚踏实地、
行稳致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进入全球服务的新阶段，
深化北斗系统应用面临广阔前景和全新挑战，
建设更加完善的北斗综合
定位导航授时体系等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希望你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大力弘扬
“自主创新、
开放融合、
万众一心、
追求卓
越”
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不懈探索、
砥砺前行，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2020 年 7 月 31 日

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温县通远运输有限公司名下 ●编号为 S410197598 姓名庄子 ●出生证编号为:O410563152,

●编号为 E410745039 姓名为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丢失作废。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车牌号豫 H10H5 挂的行驶证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上丢失，声明作废。

在湖北黄冈市到郑州的路途

睿出生日期 2018 年 11 月 7 日《 出生日期:2014 年 8 月 29 日姓名 张荷蕊出生日期为 2004 年 12
月 23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为:范钰浩歌的《出生医学证
●河南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丰谷妆园化妆品有限公 ●姜苏玉0583426税收完税证办
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司郑州分行的河南增值税专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失法人章(刘强 41072800104
●张智慧遗失漯河医学高等专
声明
用发票 2 份遗失,发票代码 41
信用代码 91410103MA3X5JJ
公告
44),声明作废。
科学校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毕
00194130 发票号码 113291
88K)和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业证书，编号为 1378012018
●郑州市郑东新区帝欧家居商 ●王梓源（男，出生时间为 2014 22；
发票代码 4100194130，
●赵卫霞位于巩义市建设路 16
06004117，声明作废。
●洛阳金仓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年 7 月 22 日 18 时 20 分）的出
发票号码 11485475,声明作废。 9 号 8 号楼付 11 号的房屋所有 ●经营者:赵丽红,营业执照正
（注册号：
410394000012
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O41029
●曹会晓购买许昌空港新城置 权证（巩 1001020235 号）丢
会信用代码 92410100MA44
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
097)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6632）丢失，声明作废。
业有限公司 26 号楼 26-27 层 26 失声明作废。
KX6C37,声明作废。
10100MA44D5GM4G,声明作废。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
●员星赫
（男，
出生时间为
2013
04
号房房款收据(日期:2017.
●上海市天然药植物研究所巩
●编号为O410072521,姓名为徐
●史庆丰不慎遗失河南职工医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2.15,收据编号:1002124,金
义日用化工厂座落于巩义市
年
11
月
04
日
10
时
20
分）
的出
琳媛，出生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学院毕业证，证号 512881201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声明。
30 日 09 时 08 分的《出生医学证
额:95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南环路四三一油库东的土地
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N41087
●漯河润泽园餐饮有限公司股 006002991，声明作废。
明》丢失作废。
●许昌市森茂林果花卉研究所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丢失，编
●河南省丝之路文化传播有限 0883）丢失，声明作废。
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注
号巩国用（2008）第 01796
●高大伟丢失许昌瑞贝卡东城 (注册号 411092200000022)
公司公章、法人章（法人：
册号：411191000000508），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号，声明作废。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兴天下
樊俊峰）丢失，声明作废。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巩义市城区平原服装店(路平 ●河南广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艳娟服装店（注 29-东 2-1702 房屋 D136 车位
算，请各位债权人自接到本
原)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号 4101 不慎遗失公司法人章一枚，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册号：410105601128137）营业 使用费收款收据（收据编号 00
81198601156059 丢失作废。
声明作废。
16863 金额 90000 元开票日期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
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鼎卿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郑州瑞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犇 2017 年 6 月 7 日），声明作废。 可证副本遗失，证号 31410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15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市上街区湘丽化妆品店 000MD0091544U 声明作废。
宇电动车行个体工商户营业
023704,账号 905540120109
大河报广告中心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
●偃师市博大乐器有限公司遗 042550,编号:4910-020379
1.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长垣县龙发装饰有限公司遗

开具给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信息窗口

2410800MA45L2NL72）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会信用代码 92410106MA444G
XJ97，声明作废。

失公章一枚，章编号:41038
10019862,声明作废。

36,开户银行: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桐柏路支行,声明作废。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 50 米
路东（大学路 40 号）
67947825 67425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