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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一位小朋友在济南科技活动周现场体验“碰碰球”趣味实验。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新华社上海5月24日电（记者 李

国利 陈曦）“2020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

的规模将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北斗系

统将拉动 2400至 3200亿元规模的市场

份额。”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主任冉承其在此间表示。

23日至25日，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

学术年会在上海举行，国内外卫星导航

系统主管部门领导、卫星导航领域专家

学者、卫星导航应用企业代表3000余人

参加了年会。期间，与会专家纷纷表

示，作为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北斗如今

与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更加广泛

融合，正在催生一系列新的应用。

冉承其称，当前，北斗系统已为亚

太地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时空信息

服务。根据计划，我国今年下半年将发

射6至8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2020
年建成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近年来，北斗系统应用在农业、林

业、渔业、警用装备、防灾减灾等各行业

领域不断深化。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400万辆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兼容终端，

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

系统。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传输各类

参数信息，有效解决了我国偏远地区地

面通信公网无法有效覆盖的问题。

“通过北斗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深度融合，已不

断催生出新应用和新业态，为大众生活

带来更显著的便利。”冉承其说。

在本届年会上，共享单车 ofo 小黄

车与北斗星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北

斗定位芯片、单车定位技术等方面开展

合作，推出北斗智能锁，实现车辆精细

化管理，推动建立共享单车行业定位技

术新标准，使人车互联更加紧密、更加

智能。

业内人士表示，在北斗高精度定位

技术的支持下，当前困扰大家的单车定

位不准、人找车、单车乱停乱放难管理

等难题有望得到解决。

冉承其还表示，北斗已在诸多民生

领域实现跨界融合，各类高精度数据服

务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辅助驾驶、精准农

业、驾考驾培、边坡监测、智慧房管等 10
余个典型场景。

目前，以融合为特征的“北斗＋互

联网＋其他行业”新模式，正在构建以

北斗时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兴产业

生态链，并成为北斗产业快速发展的新

引擎和助推器，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变

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本届年会上，我国首个自主研制的

“米级快速定位北斗芯片”正式推出，北

斗系统应用正式进入米级定位时代。

冉承其介绍，截至2017年4月，北斗

导航型芯片模块销量已突破3000万片，

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已占据国内市

场 30%和 90%的市场份额，并输出到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 董瑞丰 邓华宁

“科技强国 创新圆梦”，正是今年的

主题。从2001年起，每年5月的第三周被

定为“全国科技活动周”。让“高精尖”不

再“高冷”，给科技注入乐趣和温度，今年

17岁的科技活动周绽放出更为亲和、迷人

的独特魅力。

“高精尖”明星“吸粉”
实验室“女神”揭秘

在科技活动周主场北京民族文化宫，

当天 35摄氏度的高温也没有挡住“科技

迷”们的脚步。“科技重大创新成就”展区

里，我国深空深海、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

领域的41项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太空舱内怎么操作机械手臂？一台

交互式空间应用机械臂正在运转中。在

“地面操控间”仅需动动鼠标、转动操控杆

就可以让“太空舱”内机械臂安放培养皿、

抓取药品。这一设备借助 3D显示、力反

馈等技术，让科学家在地面即可完成空间

生物实验和太空舱外维修工作。

还有“可植入式自驱动能源系统”“雨

滴薄膜发电”等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奇

科技项目，能看、能摸、能操作，这样的机

会可不多。一时间，展馆内的“高精尖”们

“吸粉”无数。

3000余个科研机构、大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也在科技活动周期间向公众开

放。这让许多“科技迷”走近这些心目中

的“神秘女神”，一睹其真容。超导、磁学、

表面物理，这些坐落在中科院物理所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一一揭开神秘面纱。高压

“热冰”、超导磁悬浮、自我生长的人工晶

体，分别迎来参观者们近距离的目光。

稀有、罕见的材料，实实在在地展现

在眼前；抽象的科学概念，被浅显的语言

具象化；复杂的机理过程，以互动的沟通

方式破解。如沐春风，如获甘霖，科学的

奥秘不断激发着参观者的求知欲。

“这些精心设置的项目为观众展示了

科学的奇妙，让大家知道科学并非高高在

上、难以触及，而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

面。”中科院物理所综合处处长魏红祥说。

童趣、乐趣、兴趣
科普开启“筑梦之旅”

科技活动周上，许多展项新奇有趣，

充分运用科技元素，带给人们的是梦幻般

的体验，让许多参观者沉浸其中。

在航天科技成果互动体验区，通过模

拟火箭发射场景，参观者能体验到航天员

飞天的感受。12岁的小朋友杨柴松刚刚

“圆了”自己的“飞天梦”，他说：“高科技实

在太厉害了，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航天

员。”

“未来是太空时代，航天技术会越来

越应用于大众，需要一大批青少年了解太

空。”北京神州传媒总经理唐向华说，“我

们希望能为青少年打开一扇窗户，激发他

们的兴趣。”

22日的一场大雨，也没能浇灭许多父

母带孩子参观科技活动周的热情。在“科

普乐园”中，5岁的小姑娘施茹丹兴致盎

然。她摆弄科技模型，跟“阿U”兔机器人

对话……忙得不亦乐乎。

“从孩子3岁起，我每年都会带她来科

技周。这里到处是知识，又充满了乐趣，

孩子能够自由快乐地感受科学，建立起对

科学的兴趣。”施茹丹的妈妈说。

许多成年人也仿佛一夕之间回到童

年，变成了“好奇宝宝”，不断追问着“为什

么”，对许多体验项目更是跃跃欲试。出

现在电视剧《欢乐颂》里安迪家的“智能植

物种植柜”，收获了许多女士的关注。在

“冰雪奇缘”的虚拟现实（VR）模拟滑雪器

前，时不时传出惊呼声、欢笑声……

智能医疗机器人“小 i”则成为许多老

年人的最爱。参观者连续抛出“使用手机

会不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哪些人属于肿

瘤高危人群？”等问题，小 i从容不迫，一一

解答。73岁的林先生对小 i的表现非常满

意。“我每次参加科技周，就是希望看到最

新的成果。”林先生说，这已经是他第八次

参观科技活动周，每一次，他在领略科技

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科技活动周变

得更加亲切、更具感染力。

同沐“科技之光”
共盼长久不衰

在全国各地，科技尽情绽放魅力。在

上海，1000多项科技活动带来一场盛大的

“嘉年华”；80多名专家将走进雪域高原，

开展科技服务、义诊咨询、专家讲座等活

动；北京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等，将化身 8
个流动科技馆，在赣西进行科普巡展。

在陕西宁陕，“科普大篷车”为3000多
名中小学生，带来了一场难得的“科普盛

宴”。3D打印机、机器人、科学实验让孩

子们大开眼界。

在四川成都，人们在活动现场带上

VR眼镜，“穿梭”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金沙遗址博物馆等27个科普基地。

在广东广州，一个个科学魔术和科普

剧表演让现场小朋友欢呼声不断……

据统计，历次全国科技活动周累计参

与公众已超过 13亿人次。丰富多彩的活

动，奇异梦幻的体验，让人们舍不得说再

见。许多参观者表示，这场“科技盛宴”带

来的感觉是“滴滴香浓，意犹未尽”，期待

今后能有更多科普活动，为人们带来更多

美好体验。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芳 姜辰蓉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县域创

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推动县域创

新驱动发展工作。长期以来，重大科技成

果集中在国家层面，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

县域，创新驱动力仍显不足。而这一意见

出台，将强化科技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有

效对接，有利于破解县域创新中长期存在

的问题，有利于打造县域发展新引擎、培育

增长新动能。

难点在县域 向区域创
新体系“末梢”发力

县域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

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过程中，县域也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意见》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强化科技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有效对接，打通从科技强、产业强到经济社

会发展强的通道。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

说：“科技是国之利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基础在县域、活力

在县域、难点也在县域。”

科技部有关资料显示，与大中城市相

比，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科技

成果转化率低，导致县域创新资源要素集

聚难，难以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一些基

层干部对创新工作的认识有差距，在有的

县，科技部门得不到重视，有的甚至被边

缘化。创新资金投入总量不大，来源渠道

比较单一。一些县域的科技创新研发投

入占GDP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意见》明确，以建设创新型县（市）和

创新型乡镇为抓手，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县域创业格

局，推动形成县域创新创业新热潮，促进县

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专家表示，这意味

着国家向区域创新体系的“末梢”发力，改

变科技供给无法满足县域经济新常态下转

型升级的实际需求。

筑牢创新根基 收获
“真金白银”

《意见》明确了县域发展“创新驱动、人

才为先、需求导向、差异发展”四项原则。

要求到 2020年，“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明显增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更加

浓厚，为建成创新型国家筑牢根基”。

徐南平说，多年以来，我国县域科技创

新取得了长足进步，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在实践中，一些县

域积极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收获的也是“真

金白银”。

浙江新昌，2016年研发经费占比GDP
比重达4.45％，通过抓科技创新，既赢得了

金山银山，也守住了绿水青山。经过10年

努力，从一个污染大县转变为国家级生态

县，跻身全国百强县。

为了更好地集聚创新创业人才，一些

省份根据县域需求和基层实践，在探索创

新驱动发展上进行制度安排。江苏省积极

推进“科技镇长团”模式，将科技管理工作

重心下移，把科技创新资源布局到乡镇。

自2008年选派科技镇长团以来，江苏省已

连续选派九批共4374名博士教授参加，覆

盖全省 102个县（市、区）。不仅为地方发

展集聚人才力量，还促进科技和产业合作

与融合。

广东推进“专业镇”模式。专业镇是具

有广东特色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载体，也是

广东省传统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的主要集

聚地。2016年广东省有413个专业镇，占广

东省建制镇比例的26.1％；而GDP总量达到

2.92万亿元，占广东省GDP的 36.7％。其

中，佛山、汕头专业镇经济贡献度均超过

75％，成为了县域创新驱动的样本。

打通“毛细血管”释放
更多活力

徐南平指出，《意见》的出台，既是对新

形势下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又

是对基层典型成功经验的总结提升。有利

于发挥科技创新在县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的关键和引领性作用，有利于打造县域

发展新引擎、培育增长新动能，有利于实现

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

背景和重要意义。

《意见》部署了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八

大任务。徐南平表示，这对县域产业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县域特色主导产业向绿色化、品牌

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集聚创新创业人

才，支持培育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型县

（市）、创新型乡镇，抓好科技创新政策落

地。

在“十三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国

将集中力量打通县域创新“毛细血管”，破

解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为基层带来

活力，为发展注入动能，为我国真正跻身创

新型国家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高精尖”注入更多乐趣温度
——第17届全国科技活动周综述

向区域创新体系“末梢”发力
——解读国办《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

雨滴发电薄膜，“蛟

龙”机械臂，航天发

射，火星漫步……20日

启动的第17届全国科技

活动周期间，4000余项

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在

各地展开。置身其中，

公众仿佛进入一场场梦

幻般充满奇思妙想的

“多彩之旅”。

卫星导航产业规模
三年内超4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