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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百亿级”基金经理是如何炼成的？

筲“百亿级”基金经理骤然增多 筲三路径成就“百亿级”基金经理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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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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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早在北斗工程诞生之前，我国就曾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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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驱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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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明灯，以十余

年的设计、研制为五院积累了宝贵的工程经

验。

艰难的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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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大量理论和技术上的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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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解决有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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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北斗一号系统工程立项，

五院组建了卫星研制队伍，全面展开研制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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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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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李

祖洪总指挥、范本尧总设计师等为代表的老

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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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积累

的建设和应用实践经验、教训，以及迅速成长

的北斗研制队伍，为后续工程建设打下坚实

的基础。

汗水与泪水交错中
完成北斗二号卫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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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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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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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国

外的技术封锁，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

区域卫星导航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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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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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壮

举，有效地保护了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频率

资源，为北斗区域导航系统建设有序推进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和空间频率申报期赛跑、攻克一道道技

术难关、三年 14 星连战连捷……汗水与泪水

交错中，研制团队圆满完成了北斗二号卫星

部署，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提供区域服务，北斗系统成为国际卫星

导航系统四大服务商之一。

在太空刷新“中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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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了研制要求，确定了建设

独立自主、开放兼容、技术先进、稳定可靠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目标，自此北斗开

启了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建设高性能、高可靠的北斗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是我国科技领域中长期发展规划的

16 项重大专项之一，系统建设既是对北斗区

域系统的完善与升级，更是聚焦世界一流卫

星导航系统的攀登与跨越。系统建成后性能

与 GPS 相当，将使我国卫星导航系统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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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前两代的肩膀上，北斗“第三步”迈

得无比自信。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研制团队

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专家的带领下，

汇聚各方力量，把车间当成战场，把攻关当成

战斗，奋勇拼搏，先后攻克了北斗系统的各种

难关。

要要要新突破实现联通无极限遥 由于我国

北斗系统不能像美国 GPS 那样，在全球建立

地面站，为了解决境外卫星的数据传输通道，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研制团队攻克了

星座星间链路技术，采取星间、星地传输功能

一体化设计，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

站的链路互通，这就是说，虽然“看不见”在地

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用北斗卫星的星间

链路同样能与它们取得联系。用星间链路技

术实现太空兄弟间手拉手，心相通，不仅实现

了相互间的通信和数据传输，还能相互测距，

自动“保持队形”，可以减轻地面管理维护压

力。星间链路技术的应用中，设计了全新的网

络协议、管理策略和路由策略，解决了不能全

球布站进行卫星境外监测的难题，是北斗全

球导航系统建设的一大特色。

要要要新技术实现卫星长寿命遥“北斗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中

国发展卫星导航技术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

设施，也是为全人类提供时间坐标和空间坐

标的基础设施，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十分

重要”，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卫星总指

挥迟军介绍说，就像停水停电影响城市生活

一样，卫星导航服务一旦中断，国家和社会的

正常运行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对卫星导

航的可靠性、连续性提出了苛刻设计的要求。

为了提高卫星在轨服务的可靠性，北斗三号

卫星采取了多项可靠性措施，使卫星的设计

寿命达到 12 年，达到国际导航卫星的先进水

平，为北斗系统服务的连续、稳定提供了基础

保证。

要要要新野神器冶让服务野零误差冶遥 为了提

高服务的精度，北斗三号配置了新一代原子

钟，通过提升原子钟指标，提升卫星性能、改

善用户体验。原子钟是利用原子跃迁频率稳

定的特性保证产生时间的精准性，目前国际

上主要有铷原子钟、氢原子钟、铯原子钟等。

我国北斗卫星采用铷原子钟，同时还配置了

性能更高的新研国产氢原子钟。氢原子钟虽

然质量和功耗比铷原子钟大，但稳定性和漂

移率等指标更优。相对于铷原子钟，我国起步

更晚，2015 年我国研制的氢原子钟首次在轨

应用验证，为北斗全球导航系统进行了技术

探索，至今功能、性能十分稳定。星载氢原子

钟的在轨应用，对于实现北斗导航定位“分秒

不差”，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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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仅率先提出了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

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

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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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北斗，已取得史

诗般的进步和成就，“三步走”的战略路径，从

“梦想在望”变成“梦想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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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据新华社冤

下半年
社保迎来 5 个变化
影响你的钱袋子
■ 李金磊

上半年即将过去，下半年即将开启。在下

半年，社保会迎来至少 5 个变化，将影响你的

钱袋子。

绎各省份养老金上涨将陆续落地

人社部今年 4 月份宣布，2020 年退休人

员养老金上涨 5%，实现“16 连涨”。不过，目

前只有上海发布了 2020 年养老金调整方案，

其余省份尚未发布。

因此，下半年开始，其余省份将陆续发布

养老金调整方案。目前，山东、江西等地均明

确是在 7 月底前补发到位增加的养老金。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也会迎来上涨。按

照 6 月 11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提高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人社部、财政部牵

头，7 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绎中小微企业继续免征三项社保费

近日，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关

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

期限等问题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

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长执行到

2020 年 12 月底。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

业，可继续缓缴社会保险费至 2020 年 12 月

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社保费的减免和缓缴，将继续给中小微企

业减轻社保负担，进一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绎年底前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三部门下发的上述通知还要求，各省级

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加快推进三项社

会保险省级统筹工作，确保 2020 年底前实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此前，全国已有 20个省份实现了养老保

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这意味着，到年底，所有

省份都会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随着统筹层次的提高，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更有保障。这不仅将进一步增强全省基

金保发放的保障功能，同时也为实现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绎养老保险业务全流程使用社保卡

按照人社部办公厅 2019 年印发的《关于

压缩制发周期优化社会保障卡管理服务的通

知》，2020 年底，实现养老保险业务全流程使

用社保卡，推进社保卡在就业服务、农民工实

名制管理和工资发放等领域应用。

养老保险业务全流程使用社保卡，意味

着养老金领取也是要用社保卡了。近期，广州

等多地下发通知，要求退休人员使用社保卡

领取养老金。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社保卡领取养老金，

必须要激活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和银行账户，

这样才能正常收到养老金。

绎年底前城乡居民医保取消个人账户

按照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2019年提出的

要求，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家庭)账户的，应

于 2020年底前取消，向门诊统筹平稳过渡；已

取消个人(家庭)账户的，不得恢复或变相设置。

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存在一些弊端，

一是额度很小，保障不足，实际上难以起到门

诊保障的作用。二是共济能力差，仅限于个人

或家庭使用，还削弱基金整体保障能力。三是

易诱发滥用。

国家医保局解释称，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家庭)账户取消并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遇，

而是通过推进门诊统筹进行替代实现的。各

地推进门诊统筹后，可将门诊小病医疗费用

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群众在基层医疗机

构发生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医疗费用均

可报销，比例在 50%左右。

中国北斗耀太空
———三代北斗导航卫星的研制之路

荫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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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