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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7
月 29 日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近日正式
入网工作。 3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
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据介绍， 该卫星是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第 55 颗卫星，也是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中的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该卫星于 6 月 23 日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在 6 月 30 日成功定点到
工作轨位。 日前， 卫星已完成在轨测
试、入网评估等工作，正式入网，使用
测距码编号 61 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
务。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
24 颗地球中圆轨道卫星、3 颗倾斜地
球同步轨道卫星和 3 颗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组成。 其中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安静地驻守在距地面 36000 公里高
的太空中，担负着为提升北斗导航系
统的技术指标提供增强服务的重任。

据了解， 北斗三号系统的服务能
力较北斗二号系统拓展了 10 倍，将
在通信、电力、金融、测绘交通、渔业、
农业、林业等领域提供普惠服务。

（北京日报、新华社）

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
委员梁少芬介绍， 决定的内容
凸显了广东特色， 认真总结广
东探索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开展诉前检察建议工作、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等
方面的成功做法。

根据决定，检察机关应当
综合运用诉前检察建议、提起
诉讼、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等
方式，依法办理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国有
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英雄烈士保护以及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领域的公益诉
讼案件，在安全生产 、公共卫
生安全、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保
护、 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探
索拓展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梁少芬解释， 此次将公共
卫生安全、 互联网个人信息保
护纳入探索拓展的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 是为落实党中央关于
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的部署要求， 以及民法典关于
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此外， 结合广东省实际情
况， 决定还专门就发挥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在服务保障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和深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等重大
发展战略中的功能作用作出规
定。 同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根据各
自职责在生态环境保护、 食品
药品安全、 野生动物保护等领
域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检察公
益诉讼衔接机制。 探索建立生
态环境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民
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广东拓宽
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增加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 公共
卫生安全等领域

26 载跨越“三步”
北斗系统创全球组网“中国速度”，新一代导航定位系统建设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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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全面完成。《经济参考
报》日前刊发题为《中
国北斗耀太空———三
代北斗导航卫星的研
制之路》的报道。 文章
称， 中国航天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探
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
航系统发展道路，形成
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回首中国北斗自主创
新的发展历程，作为北
斗导航研制的“国家
队”， 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的研制团队汇聚各
方力量， 同舟共济，携
手拼搏，走出了一条独
特的探索道路。

历程

国产化攻关
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1983 年 ，以陈芳允院士为代
表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利用 2 颗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来测定地面
和空中目标的设想 ，之后 ，双星
定位系统的概念逐步明晰。 接下
来的北斗路 ，是一步跨到全球组
网 ，还是分阶段走 ？ 在当时引发
了不小的争议 。 最终 ，“先区域 、
后全球 ”的思路被确定下来 ，“三
步走”的北斗之路由此铺开。

1993 年初 ，五院提出卫星总
体方案 。 1994 年 ，北斗一号系统
工程立项 。 然而 ，当时国外对我
们技术封锁 ，国内的部件厂家尚
未成熟 ，北斗一号研制只能在摸
索中起步。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一
号总设计师范本尧院士回忆 ，国
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
起 ，“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 ，北
斗是第一个 ‘吃螃蟹 ’的 ，硬着头

皮上”。
2003 年 ，北斗一号系统终于

建成 ，使我国成为继美 、俄之后
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
的国家。

争分夺秒
为保护频率资源加班加点

1999 年 ，五院在全力研制北
斗一号卫星的同时 ，展开了对第
二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论证 。
2004 年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正式
立项研制。 2012 年 12 月，该系统
开通服务，服务区覆盖亚太。

谈起北斗二号 8 年激情燃烧
的研制岁月 ，很多北斗人记忆犹
新。 2007 年正是首颗北斗二号卫
星研制攻关的关键时刻。 根据国
际电联的规则 ，频率资源是有时
限的，过期作废。

时间不等人！ 争分夺秒完成
了前期所有研制 ，所有参试人员
进驻发射场后又大干 3 天体力
活 ，搬设备 、扛机柜 、布电缆 。 没

有片刻的喘息 ， 紧接着就是 200
小时不间断的加电测试。

这一次， 院士、 型号老总和
技术人员一起排班 ，共同度过次
次险情和种种考验。 不少队员都
因为水土不服而拉肚子 、 发烧 ，
谢军总设计师晕倒了 3 次 ，但大
家都带病坚持在岗位上……

2007 年 4 月 16 日 ， 在成功
发射的两天后 ，北京从飞行试验
星获得清晰信号 ，此时距离空间
频率失效仅有不到四个小时。

“中国速度”
一年成功发射 19 颗星

2000 年成功研 制 我 国 第 一
代导航卫星试验系统 ，2012 年成
功建成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
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导航 “三
步走 ” 战略顺利完成前面两大
步，蹄疾而步稳。

就在北斗二号正式提供区域
导航定位服务前 ，北斗三号全球
导航系统的论证验证工作拉开

序幕。
相对于北斗二号区域系统 ，

北斗三号服务区域将扩展至全
球 ，同时 ，实现了下行导航信号
升级与改造等关键技术方面的
突破 ，实现了与北斗二号下行导
航信号的平稳过渡 ，并在此基础
上增加了新的导航信号 ，为用户
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自 2009 年 12 月 ， 北斗三号
研制团队开始加速冲刺 ， 并在
2018 年 成 功 实 现 一 年 19 星 发
射 ，在太空中再次刷新了 “中国
速度 ”，而且研发 、建立了器部件
国产化从研制 、验证到应用的一
体化体系 ，彻底打破了核心器部
件长期依赖进口 、受制于人的局
面……

未来 ，到 2035 年 ，以北斗系
统为核心 ， 建设完善更加泛在 、
更加融合 、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
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 据悉 ，该体
系已经完成了初步论证 ，也开展
了关键技术攻关和研究工作。

（新华社）

北斗拥抱全球

30 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29 日
颁布施行的《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进行相关情况介绍。 值得关注的
是，决定拓宽了广东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除法定的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外，将公共卫生安全、互联网个人
信息保护等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任宣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收官星”发射，
羊城晚报 24 日 A3 版做了相关报道

北北斗斗三三号号全全球球卫卫星星导导航航系系统统建建成成暨暨开开通通仪仪式式今今天天上上午午举举行行

决定出台后，会对全省检察
公益诉讼办案工作产生什么影
响？ 李粤贵表示，全省检察机关
将根据决定要求，积极探索办理
安全生产、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
等新领域案件，建立完善预防性
公益诉讼以及生态环境、食药品
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及时回应
社会关注和人民群众期盼，最大
限度、更深层次地保护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 下一步，全省
检察机关将在生态环境保护、食
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
持续加大办案力度。

自 2017 年 7 月以来，广东
全省检察机关共审查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 20257 件，立案 15409
件， 办理诉前程序案件 12728
件，提起公益诉讼 639 件，各项
办案指标位居全国前列。通过办
案督促查处、收回假冒伪劣食品
20.9 吨；督促查处、收回假药、
走私药品 503 种价值 66 万元；
索赔生态环境及食药品安全领
域赔偿金 16.2 亿元； 督促收回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1.5 亿元；督
促保护、收回国家所有财产和权
益的价值 6.9 亿元。

探索食药领域惩罚性赔偿

在环保等领域加大办案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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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依靠库存药品并
不足够应对这场疫情阻击战，前
线还有更多紧急的用药需求，企
业复工复产也迫在眉睫。

面对市面疫情防治药品紧
缺的严峻形势， 白云山中一、奇
星药业选择扛起企业责任，立刻
将药品供应生产和运输保证提
上日程，刻不容缓投入复工复产
中，确保安宫牛黄丸、加味藿香
正气丸、防风通圣丸等列入国家
版诊疗方案的药品的生产和及
时发运，扛起医药企业抗击疫情
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 为了保证防疫药品及时供
应，白云山中一、奇星药业在 1
月 28 日就提前复工复产。 公司
上下凝聚一心，很快将生产线重
新开启。 到了 2 月 10 日，员工
的复工率已经超过 80%， 生产
线达到 100%负荷。

为了坚决打赢这场战“疫”，
白云山中一、奇星药业在时间紧
急、任务繁重的情况下立刻组织
员工，成立党团突击队，发挥全
体党员、 团员先锋模范作用，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这些员工
中，有天未亮便出门，希望为部门
贡献一份力的员工； 有面对繁重
任务，不抱怨不拖沓，团结一心加
班加点的检验小组； 有因疫情期
间交通不便，便承担起接送任务、
大力支持的员工家属； 有虽自我
隔离，却不忘工作，自主承担起文
件修订等工作的员工……

白云山中一药业安宫牛黄

丸的生产部门，是“全国工人先
锋号”消渴丸生产线所在的制造
一部。根据公司应急工作组的统
一指挥，制造一部部长兼消渴丸
车间党支部书记邬文力在年初
一就已经在家办公，布置安排好
部门二十多个班组人员疫情防
护工作以及安宫牛黄丸生产复
工的准备工作，无论是住在城区
还是云埔厂区附近的员工们都
非常配合，邬文力听到最多的话
就是“服从组织安排”，非常暖心
与感动。

安宫牛黄丸生产线相关人
员更是主动积极要求回来支援，
对生产线进行清洁消毒。 2 月 2
日开始，部门员工陆续回到到岗
位，他们开启锅炉，对净化系统、
水处理系统等进行前期消毒工
作。安宫牛黄丸生产班长区锋华
是一名九零后， 女儿还不到一
岁， 身为党员的他坚守生产线，

只为确保安宫牛黄丸能够保质
保量地生产。这名九零后党员在
临进洁净区时给妻子打电话说：
“辛苦你了，老婆！麻烦你照顾好
女儿。我很荣幸能为抗疫出一份
力，产品要紧。 ”

邬文力说：“大家一听说要
提前回来上班都纷纷报名，我们
觉得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

提前复工复产的白云山中
一、奇星药业，一方面要应对繁
重急迫的生产任务，另一方面要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复工复
产人员的健康安全。在公司严格
的组织和管理下，复工复产工作
井然有序地开展。 公司的员工表
示，回来复工后，全员、全天、全程
都佩戴口罩， 每天上班前都会被
要求检测体温。 公司配备了体温
枪、口罩、护目镜、手消毒器等防
护用品，一道安全保障都不能少，
一定不能给国家、公司添乱。

广药集团白云山中一、奇星药业全力保障抗疫药品供应

安宫牛黄丸驰援武汉
硬核支持抗疫工作

“全力保障抗疫药品供应是公司的责任所在， 你们一
定要把安宫牛黄丸送到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手上，为他们的
健康保驾护航”。 1 月 24 日农历大年三十，在白云山中一
药业、奇星药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春波的叮嘱下，防疫产
品安宫牛黄丸被捐赠到了抗疫一线；

1 月 23 日，白云山中一药业在收到武汉请求帮助信息
后，立即组织了武汉的员工成立志愿队，仅仅一天时间，捐
赠的一批安宫牛黄丸就应用到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中；

1 月 28 日， 为了保证防疫药品及时供应， 白云山中
一、奇星药业提前复工复产，公司上下凝聚一心，重新开启
生产线；2 月 10 日，白云山中一药业员工的复工率已经超
过 80%，生产线达到 100%负荷......
� � � �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防控就是责任———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作为广药集团旗下知名制药企业，白
云山中一、奇星药业迅速整合药品销售业务，响应广药集
团“两不两保”号召，一方面积极保障药品的销售供应工
作，另一方迅速落实抗疫药品等物资的爱心捐赠和驰援工
作，全力支持一线医务工作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危
难之时彰显了大爱。

今年年初， 一场没有硝烟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战在中华大
地打响。广药集团率先提出“两不
两保”原则，即“不提价、不停工、
保证产品质量、 保证公益为上”，
确保抗疫产品的供应， 特别是湖
北疫区的药品供应， 并通过广东
省红十字会捐赠 1200 万元抗击
疫情的急需药品及物资驰援武汉
等地。

广药集团广州白云山中一、
奇星药业紧跟省市政府和集团的

统一部署，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
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开
展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张春波第
一时间组织疫情抗击工作，同时担
任白云山中一、奇星两家公司抗击
疫情工作的总指挥，推动抗疫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全力保障抗疫药
品供应和员工健康安全。

“疫情当前，最重要的就是
保障抗疫药品的供应。 不管有多
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克服。 ”张春
波说。

生产线开启了，物流运输难
题摆在了白云山中一、奇星药业
面前。 张春波回忆道，生产安宫
牛黄丸所需的其中一味原料药
就在湖北，当时正好面临缺药状
态， 可是湖北又处于封锁状态，
不仅人进不去， 物资也出不来，
物流也几乎停滞，这可给公司带
来一个巨大的难题。

“当时我们着急得不行，到
处找人帮忙想办法，后来终于有
一家持有防疫通行证的物流公
司接了单，但运力还是有限。 ”张
春波对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
新，“等到原料药送过来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先进行消毒处理，工

序比平时繁杂许多。 这些都给药
品生产供应增加不少困难。 ”

所幸，白云山中一、奇星药
业的员工并没有因此退缩。不畏
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深深刻在
他们身上。 大家各司其职，坚守
岗位，克服种种不便，保障抗疫
药品生产线顺利进行，最终圆满
完成任务，高质高效地保证抗疫
药品供应。

这些感人的事迹只是广药
集团白云山中一、奇星药业的抗
疫爱心行动的一部分。为全面打
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作出贡献，彰显“嘘寒问
暖，始终如一”的企业宗旨，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州白云山中
一、奇星药业还一直与华润湖北
医药等有关单位紧密合作，全力
以赴保障与疫情相关药品和物
资的应急生产和供应。

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写
给广药集团白云山中一、奇星药
业的感谢信中， 向白云山中一、
奇星药业在疫情暴发、面临巨大
保障压力下，对湖北抗疫物资保
障工作提供了“硬核”支持和帮
助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患难
见真情，希望疫情过后双方的战
略合作会达到更高的高度！ ”华
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在感谢信
中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国
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三版）的通知》，安宫牛黄
丸被列入诊疗方案推荐用药。

作为百年老品牌， 白云山中
一牌安宫牛黄丸历史悠久， 声名
远扬，在行业内口碑极佳，还曾经
入选过 2003 年《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SARS）诊疗方案》和 2015 年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
推荐用药， 在全国多次疫情防控
时期，发挥了关键的救治作用。

作为安宫牛黄丸的生产企
业， 白云山中一药业深感责任重
大。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中一
以最快的响应速度调拨国家抗击
新型肺炎推荐用药安宫牛黄丸抵
达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武汉市妇
幼保健院、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
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湖北省中医院
等抗疫一线。

张春波还记得， 武汉市新冠
肺炎防控指挥部是在 1 月 23 日

向社会各界呼吁急需疫情防控的
物资和药品， 公司在收到武汉请求
帮助信息后， 立即启动了快速响应
措施，组织武汉的员工成立志愿队，
积极对武汉的安宫牛黄丸库存进行
调配。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公司捐赠
的一批安宫牛黄丸就应用到疫情防
控和救治工作中。

更令人感动的是， 虽然当时
武汉的物流和公共交通已经暂停，
但是为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开
展， 白云山中一药业志愿队人员不
畏困难， 亲自把一件件安宫牛黄丸
送到疫情防控和救治第一线。

除了安宫牛黄丸， 加味藿香
正气丸、 防风通圣丸等药品也被
国家卫健委纳入诊疗方案推荐用
药。 这些产品，白云山中一药业均
有在产。

为了更好地驰援疫情防控工
作，白云山中一药业组织向广州、茂
名、湛江等地区近 30 家医院捐赠安
宫牛黄丸、加味藿香正气丸、防风通
圣丸等抗疫药品用于疫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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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药品驰援抗疫一线，安宫牛黄丸成推荐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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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波到生产一线现场检查安宫牛黄丸等抗疫应急药品的生产情况

复工复产刻不容缓，党团突击队紧急成立

克服物流运输难题，保障防疫物资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