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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香港全民“应检尽检”

羊城晚报：7月中上旬 ， 香港
突然暴发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 ，
您看到和经历过的香港疫情防控
如何？

詹培勋：目前来看，很明显是
已经有社区感染的情况出现，但
是因为香港市民自从 2003 年
SARS 以来， 个人防护的意识比
较好， 另外就是特区政府的一些
社交隔离的政策起到一定作用，
因此疫情没有呈几何数的暴发，
但是从目前的病例增长数字来
看，情况并不乐观。

此外， 香港疫情防控方面还
有很大漏洞。 有新闻报道称一名
机师在香港机场留下了深喉唾
液，紧接着直接到市区吃饭，最后
离开香港的时候， 才检测出来阳
性。

归根结底， 香港与内地抗疫
理念不同。 不同于内地出现疫情
时政府“应检尽检”、动态清零，香
港没有对患者“应症就诊”。

时间就是生命。 如果不实行
“应检尽检” 全面检测主动清零，
香港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

羊城晚报： 钟南山院士近日
谈香港疫情防控时指出假如这个
病继续发展的话 ， 应该推行免费
核酸检测，您怎么看？

詹培勋： 香港核酸检测价格
一直以来为社会所诟病， 在香港
私家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动辄上
千元，成本高昂。究其原因主要在
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的抗疫
政策有点弱势。 其次是利益团体
的影响， 香港医学会负责人以内
地医生讲普通话， 不会英文为理
由拒绝内地医护来香港。 这背后
的逻辑在于， 他们作为高收入的
既得利益者， 害怕内地医护来到
之后，市民发现看病不用那么贵。
他们担心将来收入会被影响。 第
三是政治骑劫，反对派不顾疫情，
发起“七一”游行以及泛民初选。
这种大规模的人员聚集， 直接加
速了病毒的传播。 众多源头不明
的本地个案， 不排除有不少就是
参与了游行但不敢说的。 反对派
正是期望疫情延续， 口岸继续处
于半封关状态，9 月份选举建制
派就会减少几十万“铁票”。 出于
这种政治目的， 反对派对病毒的
传播推波助澜。

香港国安法震慑作用明显

羊城晚报： 特区政府决定将
原定于 9 月 6 日举行的立法会选
举推迟一年，您怎么看？

詹培勋： 立法会选举延期举
行，这是好事。首先，疫情面前，人
命关天。 现在的环境确实不适合
搞选举， 立法会选举押后举行是
对市民生命健康负责任的表现。

第二，尊重选民，疫情的影响导致
众多海外以及在内地的港人无法
回港投票， 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选
举权， 延期举行是对选民负责任
的表现。第三，反对派搞初选往往
采取卑劣的政治手段， 方便他们
背后金主选定人选， 也方便他们
收集选民资料， 到了选举日还可
进行及时配票。 戴耀廷刚刚被港
大解雇了，大快人心。立法会选举
延期举行的这段时间， 对某些港
独分子正好可以来听其言观其
行， 真正把危害国家安全的害群
之马从立法会选举中驱逐出去。

羊城晚报： 香港国安法落地
月余 ，7 月 29 日下午特区政府警
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了涉嫌违反
香港国安法规定的 4 名犯罪嫌疑
人。作为工商界人士，请您谈谈国
安法的震慑效果？

詹培勋： 国安法的落地对反
对派的震慑效果还是很大的，它
针对的只是极少数不法分子，保
护的是绝大多数的市民。 像现在

“黑暴”活动等都已经停止，市民
感到更加安心， 香港工商界都对
国安法非常的欢迎。 香港潮州商
会专门举行座谈会， 邀请全国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讲解国安
法， 希望向会员以及市民传递这
样一个信息， 国安法在香港起到
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能够把香
港社会扶回正轨， 是绝对有利而
无害的。

对于美国的那些所谓制裁，
我觉得其实工商界也都看得明
白 ， 如果美国撤销了香港作为
独立关税区的优惠 ， 它损害的
其实是美国自身的利益， 因为
美国在香港有 8 万多名从业人
员 ， 公司企业超过 1300 家，每
年在香港贸易顺差达到 400 多
亿美元， 所以美国在香港是获
利是很大的。 美国这是搬石头
砸自己的脚。

香港年轻人要放眼大湾区

羊 城 晚 报 ： 您 是 一 名 “85
后”，平时也发表不少关于青年的
评论文章 ， 您认为香港青年的出
路在哪里？

詹培勋： 现在香港的失业率
是十几年来的新高， 失业率越高
的时候，其实就越是创业的机会。
年轻人可以更多地去广州、 深圳
等大湾区城市看看。 尤其是要打
造一些香港在内地的创业者榜样
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香港年轻
人在这里创业可以做得很好。

我平时热衷于青年团体的交
流活动， 服务很多在内地读大学
的香港学生。 这样的事情靠个人
的力量远远不够， 需要越来越多
这样的团体去帮助香港年轻人发
展。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支
持已经越来越多， 希望我们能携
手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 7 月 31 日发表声明表
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鉴于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严峻态势，决
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这体
现了对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十分必
要，合理合法，中央政府充分理解
和支持。

声明表示，7 月初以来，香港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发并在全港
快速蔓延， 相当比例的确诊病例
无法确定源头， 防疫形势异常严
峻。 采取严格和有力措施尽快控
制疫情传播， 已成为香港当下最
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为防止大规
模人群聚集带来的传播风险，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
会议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作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的决定， 这是保护香港市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保障立法会选
举的安全和公正公平的重要举

措， 也符合当下其他许多国家和
地区的通行做法。 这一决定不会
影响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的正常
运作， 也不会损害香港市民依法
享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对于因
立法会选举推迟而产生的立法机
关空缺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
会尽快作出决定。

同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表声明，对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于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决定推迟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表示理解和支
持，这是保护广大香港市民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负责任之举。

7 月 31 日下午，香港特区政
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介绍，截
至当日零时， 香港新增 121 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本地感染
病例 118 例、 输入性病例 3 例。
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272 例。 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已连续第十天超过 1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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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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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意味着这个由中
国自主建设的 30 颗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成为继美国 GPS 之后，另一
个为全球提供高质量导航定位服务的系统。

不过，虽名为“导航”，北斗系统的应用绝非指路而已。 在业内，有句
话广为流传：北斗的应用范围只受想象力限制。从手机导航到农林牧渔，
从电力调度到抢险搜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越来越深度融入到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说起北斗， 不少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导航定位”。 开车哪
条路线更顺畅？ 公交车还有多
久到站？ 外卖小哥此刻正在哪
里？关于出行的方方面面，都离
不开卫星导航系统。

事实上， 交通运输行业正
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最大的用
户之一。 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
位协会最新发布的《2020中国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
白皮书》，截至2019年年底，国
内超过650万辆营运车辆、4万

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城市
约 8万辆公交车 ，3200余座内
河导航设施、2900余座海上导
航设施应用了北斗系统。

和传统导航系统的“米级”
服务精度不同， 北斗系统借助
超过2000个地基增强站，可以
为用户提供分米级甚至是厘米
级的高精度定位。 换句话说，
在北斗的帮助下， 未来导航软
件能准确地判断你的车是在中
间车道，还是左转车道。

2019年7月， 交通运输部发

布《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到2025年交通运输成为北斗
导航的民用主行业， 要求加快北
斗导航在自由流收费、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海上搜救、港口自动化
作业和集疏运调度等领域应用。

而借助其高精度定位的优势，
北斗三号导航系统甚至可以精准
检测出桥梁形变、煤气泄露。 据了
解，北斗高精准燃气泄漏检测车已
经在北京投入使用，可以迅速灵敏
地检测出周围150米范围内的燃
气泄漏点，并对其精准定位。

导航之外， 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还可以应用在很多意想不
到的行业，如农业水利、文物保
护，乃至电信、金融、保险等。

这就不得不提到卫星导航系
统的另一项基本服务———授时。 在
全球范围内，北斗系统的授时精度
优于20纳秒；在亚太地区，授时精
度优于10纳秒，即亿分之一秒。

精确的授时信息， 在依赖
高精度时间同步的行业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电力行

业，要让发出的电上到电网，电
厂与变电站及调度中心需要高
精度的同步时钟系统， 如果时
间不同步， 可能会造成变电站
工作数据丢失、系统瘫痪，严重
时引起异常跳闸。

又比如金融行业， 现代金
融业每天需要以闪电般速度处
理数十上百亿的交易， 银行业
务往来的发生时刻、 金融交易
的准确时刻、 账户的密码识别
等都涉及银行联网计算机之间

的时间同步和频率同步， 都需
要更高度精确的时间
戳（一种对可信时间标
记的服务）。

再比如通信行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移动电
话基站总数达877万个。 有分析
人士指出，绝大多数的基站目前
都依靠GPS进行授时，一旦时间
不准，发送和接收数据就没有了
基准，通信系统将会瘫痪。

精准导航 北斗定位可至“厘米级”

精准授时 全球范围内精度优于亿分之二秒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由 24 颗 地 球 中 圆 轨 道 卫 星
（MEO）、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卫星（IGSO）和 3 颗地球静止轨
道卫星（GEO）组成。 其中每种类
型的卫星都有其独特功用。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位于距地球约 3.6 万千米、
与赤道平行且倾角为 0°的轨
道。 理论上，星下点轨迹（即卫星
运行轨迹在地球上的投影） 是一
个点，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

在导航、通信、电力、金融、
测绘交通等领域发挥作用。 除基
本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GEO
卫星还承载了区域短报文通信、
精密单点定位、星基增强等服务
功能。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周期相
同，星下点轨迹呈现“8”字形。 单
星覆盖区域较大，3 颗卫星即可
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 作为高轨
道卫星，信号抗遮挡能力强，尤其

在低纬度地区， 其性能特点更为
明显。

地球中圆轨道卫星

运行在约 2 万公里高度的轨
道， 作为北斗全球组网的主要成
员， 其星下点轨迹不停地画着波
浪线， 以便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
区域。 MEO 卫星因其全球运行、
全球覆盖的特点， 是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中实现全球服务的最优选
择。MEO 卫星还承载了全球短报
文通信、国际搜救等服务功能。

导航卫星和通信卫星是两
种类型的卫星， 但北斗导航卫
星附加了通信功能———“短报
文”。

显然，这个“独家秘笈”可
不是让城市普通用户“上网聊
天”的，而是应用于通信信号不
能覆盖的地区。中国卫星导航定
位协会副秘书长王博介绍，这个
功能在沙漠、远洋、深山、森林等
没有网络覆盖的地区，或者是灾
害发生、 通信受阻时至关重要。
北斗用户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

位置，还可以通过短报文将自己
的情况告诉他人。

“汶川地震中，所有地面通
信设施全部中断， 信息实际上
就是靠北斗一号短报文发出来
的， 虽然只有几百个汉字的能
力，但当时很起作用。 ”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
计师王平曾如此表示。

如今， 北斗三号的短报文
通信能力显著提升， 从最初一
次发送 120 个汉字提升到一次
1200 个汉字，还可以发送图片

等信息，应用场景更为丰富。
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会长于贤成介绍， 目前我国 7
万多艘渔船和海洋执法船都配
备了北斗专门的通信终端。 渔
民如果遇到危险情况， 可以根
据自己的位置信息发送求援信
号，指引搜救人员高效救助。此
外 ， 北 斗 三 号 系 统 的 6 颗
MEO 卫星上，装有搜救载荷，
可以与其他全球卫星搜救系统
一起， 为全球用户提供公益性
搜救服务。

精准搜救“独家秘笈”短报文用处大

北北斗斗三三号号 3300 星星
轨轨道道功功能能各各不不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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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 D

上接 A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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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启动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调集了 400
多家单位、30余万名科技人员参与研制建设。

●国内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数量
在 14000 家左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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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北斗基础产品已出口 120 余个国家和
地区，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
港口等，已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得到成功
应用。

数说北斗三号

新华社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分别发表声明表示：

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
是合理合法负责任之举

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委员詹培勋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
是尊重生命尊重选民

羊城晚报记者 魏琴

7 月 31 日，中国侨联青年委
员会委员、 香港潮州商会副秘书
长詹培勋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
访，就香港抗疫、立法会选举以及
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效、 香港青年
就业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
问。 他表示：“疫情面前， 人命关
天。 现在的环境确实不适合搞选
举， 立法会选举押后举行是对市
民生命健康负责任的表现。 ”

詹培勋（受访者供图）

精准导航、精准授时、精准搜救，北斗三号的应用场景突破你的想象

“北斗”在天边 服务在身边

●20世纪后期，逐步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

●2000年年底， 完成发射两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
建成北斗一号系统

●2007年4月14日，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

●2012年年底，完成发射16颗北斗导航卫星，建成
北斗二号系统，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

●2020年6月23日， 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
空，成功入网后建成北斗导航全球系统

●到2035年左右， 我国将建成以北斗系统为
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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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发展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