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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发展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

北斗系统启动研制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北斗系统面向亚太区

域提供服务

2018 年 12 月

27 日，北斗系

统面向全球开

启服务

2020年计划全

面完成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建设

2019 年至 2020 年，

我国还将发射 11颗北

斗三号卫星和 1 颗北

斗二号卫星

北斗系统服务性能
系统服务区：全球

定位精度：水平10米、高程10米（95%置信度）

测速精度：0.2米每秒（95%置信度）

授时精度：20纳秒（95%置信度）

系统服务可用性：优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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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7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合印发
《关于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活动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
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面向基层、服务群
众，定于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通知》明确了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的主要内容，各级宣
传文化部门要动员组织文化文艺小分队下基层，开展系列惠
民、为民、乐民的文化服务项目，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
动，创作生产适合城乡基层需求的特色文化产品，将欢乐和
文明送到千家万户，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营
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浓厚节日氛围，凝聚团结进取、奋发
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通知》强调，活动要突出“红色文艺轻骑兵”特点，创新
活动内容和形式，以人员精干、水平精湛的文化文艺小分队
作为活动重要载体，下基层开展有亮点、有实效的活动。

《通知》明确要求国家级贫困县辖区内每个乡镇至少开
展一场活动、基本实现全覆盖；活动要聚焦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县（区、市），承担试点任务的12个省市，要把辖区内
的试点县（区、市）作为“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重点地区。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7日电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6
日正式向全社会免费公开现有全部存量商标的基本信息。
中国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的注册用户，均可免费下载约3500万
件商标的基本信息，无需重复申请账户权限。后期系统数据
将会定期更新。

据介绍，商标数据开放共享，是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
革，加快提升商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加强商
标数据应用，发挥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有助于提高商标
审查的透明度，进一步改进审查工作，提升审查质量。

据新华社天津12月27日电 即将到来的2019年是天象
“大年”，诸多天象轮番上演，其中，精彩的日食和月食备受公
众关注。天文专家介绍说，2019年天宇将发生三次日食和两
次月食，其中两次日食，一次月食我国境内可见。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
2019是日食大年，就全球范围而言，这一年将出现三次日食，
日期分别是1月6日的日偏食、7月3日的日全食和12月26日
的日环食，其中我国范围内可看到两次，一次是1月6日，可见
地区主要在中东部，北方大部分地区可见“带食日出”；另外一
次是12月26日，大部分地区可见不同程度的日偏食。

2019年发生的这两次月食，一次是月全食，一次是月偏
食。史志成介绍说，月全食发生的时间为1月21日，我国处于
白天不可见。7月17日的月偏食我国可见。

杨忠，又名欧阳吉善、欧阳忠。1909年 9月出生于江西
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同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 10月参加长
征。到达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民运科科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忠任八路军第115师民运工
作团团长。1938 年 9月抵达山东乐陵，成立八路军济阳支
队，任支队政委。1940年任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他鼓励
干部战士说：“哪怕为鲁北抗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也要将
抗战旗帜插到黄河岸上，插到鹊山之巅！”

1941年，冀鲁边区的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编为第115
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杨忠任政治部主任。为执行上级要
求冀鲁边区开辟鲁北东部，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将两个抗日
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指示，教导6旅连续两次“打通”行动受阻。
同年7月，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团等执行第三
次“打通”任务。沿途大造抗战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

1941年 9月 3日，杨忠率部达惠民县淄角镇、夹河一带。
就在再进一步便可以过黄河与南岸清河军区取得联系时，遭到
日军包围。9月4日上午，杨忠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杨忠为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
10月 13日，第115师政治部在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夹河战斗情
况的电报中说，2纵队到冀鲁边区，杨忠“即任司令，辗转鲁
北，坚持鲁北反扫荡战争，他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
望，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了无数的功勋”。

为了缅怀先烈，惠民、济阳、商河三县在杨忠烈士战斗、
牺牲的地方建立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杨
忠烈士的墓碑上镌以“精忠报国”四个大字。1946年 12月,
为了纪念杨忠,冀鲁边区在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击区——
商、济、惠三县交界处,新设置一个县,并命名为“杨忠县”。

杨忠牺牲已七十多年，他的英勇事迹仍在安福县传颂。
“为我们有这样的革命先辈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精神必将
激励我们继续努力奋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江西省安福县
委党史办主任李铁泉这样告诉记者。

（据新华社南昌12月27日电）

我国明年可见三次日月食

我国商标数据库免费开放

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

北斗，让世界多一种选择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12月 27日拍摄的香溪长江大桥主桥合龙施工现场。当
日，随着最后一跨钢主梁成功吊装就位，位于湖北宜昌的香溪
长江公路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标志着这座世界最大跨度钢箱桁
架推力式拱桥开始进入桥面铺装施工阶段。 新华社发

浩瀚星空中，中国“星星”闪烁，将“光芒”洒向广袤大地。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

着北斗系统正式从区域走向全球。

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港口管理，印尼的土地规划、海岸线

测绘，中俄的农业自动化……从光耀亚太，到拥抱全球，北斗与

世界分享中国“奇迹”。

北斗应用服务
远不止导航定位

随着北斗系统卫星覆盖亚太地区、全球组网，北

斗已经在道路交通、铁路、测绘、授时同步、航运、航

空等多个行业领域中得到应用，并呈现出更为广泛

的趋势，并不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导航定位服务。

气象应用：北斗系统在卫星气象方面的应用，可以提升中国天气分析和数值天气预报、气候变化

监测和预测的水平，也可以提高空间天气预警业务水平，提升中国气象防灾减灾能力。

精准农业：我国已经建设了精准农业北斗农机自动导航驾驶系统和作物生产管理专家决策系统。它的核心内

容是用于提供作物生长过程模拟、投入产出分析与模拟的模型库；支持作物生产管理的数据资源的数据库；作物

生产管理知识、经验的集合知识库；人机交互界面程序等，自动控制精密播种、施肥等。

个人位置服务：当用户进入陌生的地方时，可以使用装有北斗卫星导航接收芯片的手机或车载卫星

导航装置找到要走的路线。预计到 2020年，北斗系统将可在全球提供个人位置服务。

道路交通管理：通过在车辆上安装卫星导航接收机和数据发射机，车辆的位置信息能在几秒钟内自动

转发到中心站。这些位置信息可用于道路交通管理。

杨忠：精忠报国 英名长存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栏文字综合自新华社、人民网）

制图/王伟宾

今天，你“北斗”了吗？

今天，你“北斗”了吗？
作为一名在印尼销售卫星导航应用设

备的代理商，杨经理每天都很忙，不断有客
户向他咨询北斗系统。

“北斗系统在印尼很受欢迎。”杨经理
告诉记者，北斗系统提供的服务优于国际
同类产品，尤其是动态定位与测量服务。
所以，他卖出的北斗产品数量年年增长。

2017年 11月，北斗三号系统拉开全球
组网序幕，2018年 11月，基本系统完成组
网建设。北斗迈出一大步，让世界各国从
此多了一个选择。“我们看到北斗系统具有
很大的潜力。”马来西亚彭亨大学教授萨比
拉说。

参与中马卫星导航联合实验室项目的
萨比拉说，北斗系统给中马两国之间学术
合作与交流带来机遇，自去年与桂林电子
科技大学合作开展北斗系统合作以来，彭
亨大学已有学生撰写了高水平技术论文。
目前，他们的研究旨在为北斗系统在马来
西亚等地面向公众、投入实用做准备。

愿与各国共享北斗成果

开放的北斗，与世界携手共赢。
在北斗三号系统开通全球服务前，北

斗二号系统亚太区域服务应用产品就已进
入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缅甸的土地规
划、河运监管，老挝的精细农业、病虫害监

测，到文莱的都市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
中国北斗系统已大显身手。

这些年，北斗的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
——2014 年 6 月 5 日，中阿合作论坛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北斗系统落地阿拉
伯项目的倡议。

——2015 年 5 月 8 日，中国与俄罗斯
签署北斗和格洛纳斯系统兼容与互操作联
合声明。

——2018年 4月 10日，中国北斗首个
海外中心——中阿北斗/GNSS中心在位于
突尼斯的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总部举
行揭牌仪式。

“北斗合作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特
殊意义。”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秘书长
穆罕默德·本·阿莫告诉记者,“因为‘一带一
路’强调实行联通，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下
一步合作也是实现进一步联通, 双方可利
用北斗推动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欧洲、亚洲、非洲……一系列基础
设施建设合作的实施与落地，让北斗受到
越来越多国家青睐。

巴基斯坦国家位置服务网项目，是北
斗海外首个组网落地项目，它满足了巴方
在城市规划、环境监测、防灾减灾、交通监
控等领域实施现代信息化管理的需求。

不断探索与东道国开展合作的模式，
让北斗走得更稳更远。通过合作建设基准
站、联合技术研究、联手产品开发、合资推
广应用、人员培养交流等, 北斗之光在全
球越来越“亮”。

共促全球卫星导航应用大发展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促进全球导航系
统发展，北斗系统发展永无止境。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
际合作中心副主任沈军介绍，在中俄总理
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下，目前已成立中俄
卫星导航重大战略合作项目委员会，持续
促进、发展两国卫星导航领域合作。

沈军说，中俄双方开展的合作包括导
航系统兼容与互操作、监测评估联合应用
等多个领域。具体开展的项目包括卫星导
航系统时间比对、卫星导航应用芯片研发、
农业自动化驾驶等。

信号好、精度高，北斗将会给全球卫星
导航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相关专家介
绍，北斗在赤道上空地球静止轨道上布有
多颗高轨地球同步卫星，对东南亚这样的
低纬度地区而言，北斗抗遮挡能力强，因此
信号接收质量更好。“一些导航设备如果没
有安装北斗系统或者不能兼容北斗系统，
在印尼可能就不那么受欢迎。”印尼代理商
杨经理说。

阿莫认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都能享受到免费的北斗定位和导航服务，

“这不仅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进步，对各国
生产、交通等领域的发展都有很多益处。”

按计划，北斗三号将于 2020年年底前
完成全球组网，30多颗星将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更高质量服务。届时，北斗系统必将
以更加完美姿态拥抱全球，造福全人类。

北斗系统服务性与美国GPS有何不同?
北斗的覆盖范围以及服务性能同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相比有什么不同?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回应称，北斗三号除了提供全球服务以外，继续保留了传
统的北斗特色服务：短报文和位置报
告。北斗三号大大提升这样的功能性
能，很好地把导航和通信技术在一个
系统中实现，这个特色服务是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
略三大系统不具备的。

应急救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导航定位外，还具备短报文通信功能，通过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可及时报告所处位

置和受灾情况，有效缩短救援搜寻时间，提高抢险救灾时效，大大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