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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为期 4 天的 ChinaJoy（中国国

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收官。游戏试玩、新品发布、

Cosplay 嘉年华、舞团盛典、电子竞技大

赛、产业峰会……全球共享的游戏盛宴，

记录了产业的辉煌历史。

作为与美国E3展、日本东京电玩展、

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齐名的全球四大数

字娱乐展会之一，ChinaJoy一直以来都是

国内众多玩家趋之若鹜的盛会，也是一场

数字娱乐领域的饕餮盛宴。本届China⁃
Joy已是第十七届，以“数字新娱乐 科技

新生活”为主题，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包括

展览、活动、会议等。

作 为 展 会 的 重 大 活 动 之 一 ，

2019ChinaJoy 电子竞技大赛总决赛引爆

了无数游戏玩家的热血。来自全国十个

赛区的选手，经过层层厮杀，最终晋级的

四支队伍在ChinaJoy现场展开了冠军争

夺。

全 国 电 子 竞 技 巡 回 赛（China
E-sports Tour 简称 CET）上海站舞台也

落地于 ChinaJoy 现场。4 天的时间里，

CET 主舞台将先后上演了《DRL SIM》

《Dota2》《王者荣耀》《FIFA2019》《多多自

走棋》5个职业组比赛。同时，300平方米

的 LanStory体验区还为玩家打造了狼人

杀专属对战房、VR 恐怖直播间、主机体

验区和英雄联盟的5V5水友赛。

展会第二天，2019 全球电竞大会也

拉开了帷幕。以“竞道非凡”为主题，本次

大会立足全球电竞市场，邀请了我国电竞

产业主管部门、全球电竞产业机构、知名

电竞企业的领导，从产业体系化建设、流

量变现的商业化理性思考、产业生态新增

长点等视角出发，讲述全球电子竞技产业

的卓越创新、发表全球电竞产业发展的前

沿观点。

游戏，曾经一直被贴上不务正业的负

面标签。但近年来，社会大众对电竞的认

知不知不觉超越了成见，电子竞技成为当

下的流行标签，庞大的产业体系也逐渐形

成。

作为移动行业的领军企业，Qual⁃
comm首次以高通骁龙的品牌命名场馆，

并携手产业链合作伙伴亮相为全球游戏

玩家和消费者带来一场数字娱乐盛宴。

通过丰富的移动游戏体验，展示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前沿科技成果。

除了高通，英特尔也与诸多OEM在

展馆中共同展示了高性能的PC新品，包

括惠普“暗影精灵”家族系列产品、联想拯

救者系列、雷蛇灵刃天使系列战机、同方

新品PC，以及百余台搭载了酷睿 i7及酷

睿 i9处理器的游戏战机。

据《2019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显示，2019年1-6月，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

售收入1140.2亿元，相比2018年1月-6月
增长90.2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同比提

高3.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竞技游戏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465亿元，同比增长11.3%。

上海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以及文化娱

乐资源丰富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全国电

竞行业的中心，而浦东新区电竞产业占全

国近十分之一比重。此次2019全球电竞

大会上，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布了浦东电竞

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具体来看有七项，

扶持涵盖电竞企业、电竞场馆、电竞俱乐

部、电竞运动员等各主体。此外，还发布

了浦东电竞产业五条发展战略，包括将已

经在浦东深耕 17年的ChinaJoy参与的游

戏、教育、电竞、展会打造成全世界有影响

力的电竞超级头部平台。

从娱乐到事业，游戏是件正经事。

最近，中国民营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入

轨的消息，再次引发太空互联网、太空旅行

等话题的热议。

火箭是人类探索太空的运载工具，也

是我国民营航天进入太空、开发太空、参与

国际商业航天市场竞争的技术基础。7月

25日，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的

双曲线一号遥一（下称“SQX-1 Y1”）运载

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此次发射，创造了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历史

的两个首次：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运载火箭

首次成功发射并高精度入轨；中国民营商

业航天首次一箭多星发射入轨。

中国卫星产业应用协会资料显示，到

2018年底，我国内地注册的民营航天企业

也已过百家。其中，除了国防、军事，卫星

的遥感、导航、通信等技术在市场上需求巨

大，处于民营航天产业链的最前端，成为各

家企业进军航天领域的首选。在浦东，依

托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航天

力量也正在推进。

卫星那些事

从产业领域发展情况看，目前，卫星应

用主要包括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卫星遥

感等，以民用市场为主，涵盖面较广，与信

息、电视、广播、气象、海洋、环保、测绘、交

通、航运、农业、林业等涉及国家安全、社会

进步的重点领域紧密相关。整个产业体系

包括卫星制造业、发射服务业、地面设备制

造业和卫星运营服务业，其中，地面设备制

造业和卫星运营服务业两个环节属于卫星

应用产业的范畴。

卫星通信简单地说就是地球上（包括

地面和低层大气中）的无线电通信站间利

用卫星作为中继而进行的通信，整个系统

由卫星和地球站两部分组成。

卫星导航是指采用导航卫星对地面、

海洋、空中和空间用户进行导航定位的技

术。常见的GPS导航、北斗导航等均为卫

星导航。

卫星遥感形成了资源、海洋、风云系列

和环境减灾小卫星星座等遥感卫星系列，

遥感应用目前以社会公益需求为主，包括

防灾减灾、环境监测、城乡规划、资源勘探、

精准农业等领域。

根据目前各国公布的星座组网计划，

未来需要发射的小卫星数量超过2.5万颗，

而当前全球每年航天发射次数仅为100次

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搭载需求。未来随着

技术的进步和消费者需求的提升，整个产

业市场空间将十分巨大。

中美民营的航天征途

根据美国卫星工业协会（SIA）发布的

《2018年卫星产业状况报告》，全球卫星产

业总收入约为2690亿美元，约占空间产业

总收入的 79%；卫星服务业规模为 1265亿

美元，在商业航天业务中的占比 45.6%，其

中遥感卫星服务收入21亿美元，占比1.7%；

通信卫星服务共计1244亿美元。

在美国，民营资本早已进入太空领

域。以民营航天巨头 SpaceX 为例，其

CEO 马斯克最初用 1 亿美元投资了这家

公司，8年后，SpaceX获得了NASA超过65
亿美元的货物运输合同，并且最终将承担

把美国的宇航员运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

美国商业航天的繁荣，不仅在于

SpaceX 等 巨 头 ，还 有 Blue Origin、One
Web、NexGen Space等一批小公司共同营

造产业生态。其中，今年 2月，OneWeb公

司将首批6颗近地轨道卫星送到了预定轨

道，其CEO Adrian Steckel说：“‘太空互联

网’时代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曾几何时，航天发射在我国一直是“国

家队”专属领域。2016 年底，国务院印发

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要求围绕“中国制造 2025”战略实施，

促进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突破发展，做

大做强卫星及应用产业，到2020年形成较

为完善的卫星及应用产业链。随着政策开

放，也有一批民营航天企业迅速成长。

相较“国家队”，民营企业经营体制灵

活，市场反应迅速，不仅可以满足企业、科

研机构等客户的个性化需要，且通过多个

渠道来增强资金实力。近年来，国家发射

场已向航天民企打开大门、民企研发的微

纳卫星成功上天、民企设计的火箭发动机

核心涡轮泵成功通过测试……中国民营企

业已经开始到太空“创业”。

近日星际荣耀发射的运载火箭，是截

至目前中国民营航天起飞规模最大、运载

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本次任务的圆满成

功，表明星际荣耀全面掌握了运载火箭总

体及系统集成、固体及姿轨控动力、电气综

合等软硬件核心技术，具备了运载火箭系

统工程全流程、全要素的研发与发射服务

能力，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基本闭环，正式启

动商业运营。

此前，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

制的中国首枚民营火箭“朱雀一号”在酒

泉发射，但所搭载卫星未能入轨。今年 3
月，另一家民营航天公司北京零壹空间科

技有限公司首枚运载火箭于酒泉发射中

心发射升空，但火箭在发射后失去控制，

发射任务也以失败告终。

逐鹿航天，蓝箭空间是中国首批民营

航天企业之一，其研制的“天鹊”TQ-12液

氧甲烷发动机近日 100%推力试车圆满成

功；九州云箭（北京）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

制的首台全尺寸涡轮泵介质试验今年也获

成功，标志着中国在火箭发动机关键零部

件领域取得新突破。此外，许多后起之秀

也在发力，如成立于 2018 年的星河动力

（北京）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其研制的可重

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核心组件前不久刚

刚完成了试车。

这些企业虽已获多项重大技术突破，

但专家提醒，我国商业航天产业与全球领

先企业在“内力”方面仍存较大差距。

从时间上看，比起国外领先企业十余

年的积累，国内火箭民企最长只有近五年

的历史，仍显“资浅”。比如，相关的法律法

规比较滞后，民企进入航天领域还缺乏明

确的法律保障；发射场、组装厂房等基础设

施不足且对民营企业开放不够；“国家队”

与民营航天企业缺乏信息交流平台，以及

门槛过高的保密审查令民营企业资金流动

性减弱等。

诚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民营

航天事业才刚起步，未来道路曲折漫长。

浦东“星”世界

瞄准卫星产业，依托中国科学院微小

卫星创新研究院，浦东的航天力量仍在酝

酿。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成立于 2003

年12月，是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共建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事业单位，2017
年作为中科院内首批五个试点创新研究院

之一进行了分类改革，中国科学院微小卫

星创新研究院成立。

该研究院是我国微小卫星及相关技术

领域的总体单位之一，已成功发射包括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天宫二号伴随卫星等

30多颗卫星，成功率达到 100%，成为我国

科学卫星和军民卫星领域的主力军。

2006年，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独资设立

了上海格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集科研、

生产、试验及集成的综合性科技公司，拥有

系列空间环境模拟试验系统、电磁试验区、

综合测试区、卫星远控数管区、卫星模拟仿

真及卫星综合测试系统等现代化设备。

此外，在卫星应用产业领域和产业链

方面浦东企业也有涉足，如卫星通信有上

海航天卫星应用有限公司等，卫星导航有

中船航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卫星遥感

有上海米度测控科技有限公司等，第三方

检测有上海优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

一方面，浦东卫星应用产业尚处于培

育初期，企业总体偏少，规模也较小，没有

产业集聚和行业龙头；另一方面，随着中国

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上海微小卫

星工程中心）的快速发展，浦东在卫星研究

设计、生产制造、卫星应用等方面具备了一

定发展条件，具备了加快发展卫星产业应

用的潜力和实力。未来，或将规划布局卫

星应用产业园区，集聚企业资源，着力形成

一个支撑卫星应用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

我国民营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入轨

太空“创业”浦东“星”途几何？

ChinaJoy狂欢之后

浦东电竞产业能否迎来井喷
浦东发布电竞产业五条发展战略，包括将已经在浦东深耕

17年的ChinaJoy参与的游戏、教育、电竞、展会打造成全世界

有影响力的电竞超级头部平台。

从娱乐到事业，游戏是件正经事。

本版稿件来源：浦东新区科经委

▲ChinaJoy现场举行了全国电子竞技巡回赛，台下的游

戏迷们席地而坐。 □施宇萌 摄

◀刚刚过去的Ti9引爆了电竞粉丝们的热情。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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