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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9 时 43 分，第 55 颗北斗导航卫

星成功发射。这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第三颗地球同步轨道（GEO）卫星。

在北斗导航卫星的“家乡”——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科研人员将北斗 GEO 卫星称

为“吉星”。第 55颗北斗导航卫星在“吉星”中

排行老三，于是被昵称“嚞星”。

作为驻守在高轨天疆的“大块头”，“嚞

星”肩负显著增强北斗三号整体技术指标的

职责。随着它在北斗三号组网“大棋局”的落

子定盘，北斗三号 30颗组网卫星已全部到位，

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让北斗功能更强大

北斗三号大家族由 24 颗地球中圆轨道

（MEO）卫星、3 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

卫星，以及 3颗“吉星”组成。

相比灵动活泼的 MEO 卫星、飘逸优雅的

IGSO 卫星，“吉星”三兄弟驻守在距地面约

36000公里的天疆，默默地为北斗导航系统技

术指标提升提供增强服务。

记者从五院了解到，“吉星”采用的东方

红三 B（导航）卫星平台，是我国现役规模较

大的卫星平台之一。强大的承载能力，让他

们具备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测定、星基增强、

精密单点定位、功率增强、站间时间同步和定

位六大本领。

“吉星”家族沿袭了北斗系统最鲜明的特

色——有源定位和短报文通信，这是北斗系统

的创举。有源定位利用无线电测定技术，通过

2颗 GEO 导航卫星联手，不仅能回答用户“我

在哪”，还能告诉关注用户行踪的相关方“你在

哪”，在搜救、渔业等领域应用广泛。北斗三号

的短报文通信能力显著提升，单次信息发送量

从过去的120汉字提升到1200汉字，突发情况

时无需字斟句酌，可以将情节一次性说清楚，

还能发送图片等信息，应用场景更为丰富。

今年 3 月，北斗三号第二颗“吉星”就位

后，北斗系统新体制下有源定位功能得到验

证，拉开了无线电测定功能全面升级的序

章。随着“嚞星”的入列，北斗“吉星”三兄弟

在太空团聚，将在赤道上拉开更大距离，为

“一带一路”沿线更广阔的区域提供服务。

铸造北斗的“中国魂”

“嚞星”作为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的收官之

星，秉承北斗研制一直以来坚定走国产化道

路的思想，在国产化方面也是集大成之作。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北斗人始终没有动摇走自主可控道路的

决心。

据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陈忠贵介

绍，北斗导航系统面向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提供时间基准、空间位置基准，

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至关重要。

（下转第三版）

图为 6月 23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升空。

“嚞星”高照！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国际禁毒日到

来之际，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会议 23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

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禁毒

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内和境外毒品问

题、传统和新型毒品危害、网上和网下毒品犯

罪相互交织，对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

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必须一如既往、坚决

彻底把禁毒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对

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

度，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深化禁毒国际合作，推动

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赵克志

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他指出，要

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以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为榜样，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高昂

的斗志、更加有力的举措，不断夺取新时代禁

毒人民战争新胜利。

会上，2015年以来在禁毒工作各条战线上

作出突出贡献的100个先进集体和100名先进

个人受到表彰。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深圳海关缉私局侦查二处、云南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澜沧边境检查站

和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血液保障科主任陶

迎春、江西省萍乡市禁毒志愿者协会会长段华

胜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了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国家禁

毒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市县禁毒委员

会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

个人等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会。

习近平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厉行禁毒方针 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推 动 禁 毒 工 作 不 断 取 得 新 成 效

你或许不曾见过他们的模样，或许不曾

听过他们的名字，然而他们的故事，值得你用

心聆听。

100 个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100 名全

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让我们走近他们，为

他们谱写一曲忠诚与奉献的时代赞歌。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连续 10 年奋战在缉毒一线，18 次乔装打

入贩毒团伙内部，53 次与毒贩正面交锋……

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崇左边境管理支队

执法调查队民警黄昌立的人生经历，比戏剧

更加惊心动魄。

2017年，黄昌立在一次抓捕行动中遭遇犯

罪嫌疑人持枪拒捕。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与

犯罪嫌疑人扭打在一起，最终将其控制住，当

场缴获海洛因8.2公斤、枪支1支、子弹6发。

10 年来，黄昌立累计破获毒品案件 8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7 人，缴获各类毒品

170余公斤，成功摧毁两个长期盘踞在中越边

境的特大跨国武装贩毒团伙。一次次与死神

擦肩而过，经历各种恐吓威胁……在生死考

验面前，黄昌立从未退缩，用一腔热血践行了

一名缉毒警察的铮铮誓言。

缉毒警察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大的勇气，

经历更多的艰辛，而缉毒战线上的女警，尤其

值得人们致敬。现任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打击犯罪侦查支队六大队民警的刘国玲，就

是一朵绽放在缉毒一线的铿锵玫瑰。

刘国玲从 2012年开始从事缉毒工作。面

对未知的风险，她没有犹豫：“既然干了刑警，

就要上一线。”

8 年来，刘国玲先后侦办各类毒品案件

400 余件，抓获毒品违法犯罪嫌疑人 500 余

人。在侦破一起制贩冰毒案件中，她多次化

装深入毒穴侦察，最终成功抓获涉案犯罪嫌

疑人 11名，收缴冰毒成品逾 35公斤。凭借在

禁毒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她先后荣立三等功 1

次、嘉奖 8次，荣获“天津市最美禁毒人”“2018

年度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英雄的个人，离不开英雄的集体。在祖

国西南边陲的扫毒前线，云南省临沧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是一支响当当的“铁军”。

临沧与缅甸北部地区山水相连，相当一部

分国境线上没有任何天然屏障，为开展禁毒工

作增添了许多困难。2015年以来，该禁毒支队

迎难而上，破获毒品案件 8500多起，抓获毒品

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缴获毒品27吨多，有效

封堵了毒品入境内流和制毒物品走私出境，促

进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查处数同比

下降，为边疆和谐安宁奠定了坚实基础。

齐抓共管综合治理

禁毒工作涉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从

司法系统到民政系统，从医疗卫生领域到财

政金融领域，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配合，打

出了一套禁毒“组合拳”。

现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

庭审判员的白春子，自 2015 年以来共审结毒

品案件近 150 件，特别是他审理的黎某某等

10 人重大毒品案件，为“零口供”毒品死刑

案件办理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他还利用

业余时间积极投身禁毒宣传工作，在媒体撰

写大量禁毒普法文章，参与录制多个禁毒普

法节目。 （下转第三版）

不 朽 的 丰 碑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群像记

6 月 23 日，第 55 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

射，宣告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

全面完成。工程立项26年来，北斗系统覆盖区

域不断扩大，定位精度不断提升，服务功能不

断增加，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

国之重器，唯有核心科技在手，方能紧紧

掌控国之命脉。自主创新在“北斗精神”中居

于首位，北斗系统全面实施自主可控原则，卫

星单机产品及元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堪称

我国自主创新的典范。

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我国科技发展

只有走“北斗式”的自主创新之路，才能在国

际竞争中掌握话语权，摆脱部分关键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

走自主创新之路，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的优势。北斗系统的背后不仅有卫星研制

单位，还有运载火箭、科学仪器、地基服务、功能

开发等数百家机构、企业，数万名科技工作者，

为北斗升空、应用保驾护航。近年来，我国在高

铁、5G、超级计算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也无不阐述着跨学科、跨领域组织协同，政府、

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统筹联动的重要性。

走自主创新之路，需要发扬攻坚克难精

神。北斗一号历经多年筹划钻研，开创双星

有源定位体制，打破我国对国外导航定位技

术的被动依赖局面；北斗二号攻克以导航卫

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

多项关键技术，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北斗三

号在星间链路、卫星寿命等技术创新上大放

异彩，历经 11年完成星座部署，实现全球组网

覆盖。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北斗

人”用行动诠释了不断拼搏、攻坚克难的精神

内涵。

走自主创新之路，更需要勇攀高峰的信

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鼓励科技工作者要坚

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北斗系统是全

球首个混合星座导航卫星系统，突破了混合

导航星座设计、高稳定性信号播发通道、有源

和无源定位一体化、星载原子钟高精度高稳

定热控等众多关键技术，首次实现导航定位、

短报文通信、差分增强 3种服务融为一体。中

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离不

开“北斗人”勇攀高峰的信心和矢志创新的勇

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

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

主动权。”北斗系统的成功经验表明，自主创

新是引领我国当代科技发展的钥匙，唯有走

自主创新的道路，才会涌现出更多的国之重

器，牢牢掌握科技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命门”。

坚 持 走“ 北 斗 式 ”自 主 创 新 之 路

6月23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五院抓总研制的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

射。随着该星进入预定工作轨道，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适合国情

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形成了“三步走”

发展战略。自 1994 年北斗一号系统工程立

项至今，我国用 26年的时间实现了 59颗北斗

卫星（包括 55 颗北斗导航卫星和 4 颗北斗导

航试验卫星）的发射。

回望中国北斗的发展，是一次各方力量

同舟共济、携手拼搏，共同走出的非凡之旅。

率先“吃螃蟹”的北斗一号

早在北斗工程诞生之前，我国曾在卫星

导航领域苦苦摸索，在理论探索和研制实践

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立项于 20世纪 60年代末的“灯塔计划”，

虽然最终因技术方向转型、财力有限等原因

终止，但它却如同黑夜中的明灯，以十余年的

设计和研制，为五院积累了宝贵的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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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大量理论和

技术研究工作，双星定位系统概念逐步明晰。

接下来是一步跨到全球组网，还是分阶

段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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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

确定了卫星技术状态和总体技术指标。次年

北斗一号系统工程立项，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然而，在当时国外技术封锁、国内部件厂

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北斗一号的研制只能

在摸索中起步。据五院北斗一号总设计师范

本尧院士回忆，北斗一号的国产化是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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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在此后的国产化攻关中，不论是东方红

三号平台的横空出世，还是影响长寿命的关

键部件，以李祖洪总指挥、范本尧总设计师等

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凭借自力更生的创

业精神逐一攻克难关，终于在 2003 年建成了

北斗一号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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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此过程中积累的建设和应用实

践经验，以及迅速成长的北斗研制队伍，为后

续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斗二号在激情岁月中成长

1999年，五院在全力研制北斗一号卫星的

同时，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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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

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

了国际上首个以 GEO（地球同步轨道）/IGSO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

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导

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多项

关键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建成了国际

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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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 吴长锋）日

前，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安徽智飞

龙科马公司共同研发的重组蛋白新冠病毒疫

苗，日前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

临床试验。这是继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

苗两种类型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之后，又一

种新的技术路线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

床试验阶段。Ⅰ期临床试验将重点测试疫苗

在人体的耐受性和安全性。

重组蛋白疫苗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在

工程细胞内表达纯化病原体抗原蛋白，然后

制备成疫苗。中科院微生物所高福团队和严

景华团队研发的这款新冠病毒疫苗的抗原是

基于结构设计的 S蛋白受体结构域（RBD）二

聚体抗原，具有独特的结构，不携带任何形式

的外源标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hACE2 转

基因鼠的攻毒试验证明疫苗具有明显的保护

效果。

恒河猴攻毒保护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免

疫能诱导产生高水平的中和抗体，显著降低

肺组织病毒载量，减轻病毒感染引起的肺部

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该疫苗通过工

程化细胞株进行工业化生产，产能高、成本

低，具有较强的可及性。

今年 1 月 29 日，智飞龙科马公司与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签订《合作意向框架协

议》，双方联合研发重组亚单位新冠疫苗。随

后该项目被纳入国家应急专项—重点研发计

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

专项项目。经过双方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先后完成了疫苗抗原序列的设计、工程细胞

株的构建、生产工艺的开发等工作。智飞龙

科马同步开展疫苗生产车间、质量保证体系

建设等工作，为疫苗的早日上市创造条件。

据悉，后续双方将开展人体临床试验，进

一步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Ⅰ期临床

试验将分别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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