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企业名称

石狮市锦利达服饰织造有限公司锦尚分公司
石狮市阡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石狮市华亿染整织造有限公司
石狮荣杰金属有限公司
泉州市东城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富荣美（福建）服饰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立圣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石狮金鼎服饰有限公司
辉南（石狮）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兴天湖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龙升港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石狮市艺泰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石狮万宏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欧派克服饰发展有限公司
石狮市佐岸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奔球服装有限公司
泉州市杰克保罗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简悠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金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石狮中博鼎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福建省石狮市希团盛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彬彬有礼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泉州三红世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市冬海世家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巨发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宸克钇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源铭创迪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市传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玖魅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尹睿宝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格朗楚克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博奥日用品有限公司石狮分公司
福建省日盛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石狮市狂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型邦金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阳光地带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佐麦衣品服装有限公司
泉州众扬美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泉州市渝昌投资有限公司
石狮市辉煌永达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同心恒伟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市华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福建省盛图良品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聚尚潮流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蚬碟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佐缘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伊臣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

邱允平
谢惠华
刘玉佩
张永清
佘栋梁
何芳楚
董育仁
蔡振锋
董欣传
蔡命淮
蔡志旭
蔡清泰
林秀艺
魏明辉
洪金山
侯连扬
余莉华
刘贤舜
王荣岁
王传庆
吴希林
秦磊
李明

王冬情
王冬情
赵玉焕
吴海仙
黄长燕
陈雪芳
尹子君
黄建明
谢涛

黄银来
应志强
李雷

高正英
陈叶

戴春倩
孟春

张文辉
王伟军
旷发勇
旷发勇
曾云

骆泽森
曹翼

王荣辉

序号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企业名称

石狮市众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东南明珠服饰有限公司
泉州市博狮路易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谐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零柒玖叁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万里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泉州网帝服装有限公司
泉州市聚耀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典宝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梦诗迦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极度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衣旺佳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赛凡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市锐逐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帝克勇士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毅威西奴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超振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迪华诺盛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东夏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逸景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金斯克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湘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石狮市一品荣盛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沃德戈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泉民职业中介有限公司
泉州市华尔思特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先知先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禹榕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市亿岩石材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飞度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野望投资有限公司
石狮市晟兴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帆帆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市卓琦森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闽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涞翔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杰德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市力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安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福建至善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石狮市酷唛佐帝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步一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智造全峰物流有限公司
石狮市奇元朝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纳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

陈泽霖

王一明
柳宝军
熊贻军
徐家正
曾乃和
魏昌福
吴章华
吴典
闻佳

刘度阳
黄秀青
曾俊林
阮攸福
陈泽源
蔡志权
黄智谋
朱惠玲
汪会荣
游名康
张继泽
黄辉斌
蔡绍扬
邓浪

郑冬菊
肖典华
周会东
林青霞
蔡奕光
刘璁

吴式俊
刘彪

范文琴
陈先友
黄栋梁
曹新悟
王天数
洪伟力
郑圣熖
施文奖
江桂洪
郭杰河
吴渊源
蔡小棋
唐常亮

序号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企业名称

石狮市雨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泉州拓势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爱雅奴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国联盛世投资有限公司
石狮市永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石狮市东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福建圆卓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兮慕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裕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泉州市彪哥传奇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茂鑫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灿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宏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石狮分公司
泉州市初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桑裕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猫妞服饰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维客酷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泉州市恒辉针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市东方汉华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鑫士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菡荣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泉鼎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博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乙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石狮市瑞蒂克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市闽隆汇聚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冠霖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石狮市千隆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石狮市保鑫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美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瑞耀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协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市杰克菲斯服饰有限公司
泉州市柏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和顺连丰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心怡方圆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戈玛尔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开雄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元大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滨源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日丰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民仁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市尚林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石狮市奥尔努卡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蕴藏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宏德针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彬莱特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

李学义

邱荣凯
黄爱民
蔡绍秋
黄吸生
王裕然
施海波
傅文育
朱水木
李洪彪
王人沛
许国需
吴华璋
孙鹭滨
李桃花
刘晓佳
洪荣俊
蔡烟元
陈汉章
留世祥
林荣炎
施心湄
肖五妹
邱自力
刘斌

洪英特
施伟业
林敦从
邱自力
黄云清
刘雨

蔡贤清
潘俊祥
茅秋英
朱进川
蔡奕捌
张文治
曹开雄
李阳花
孙鹭滨
蔡金龙
邱兴华
章辉林
洪惠琛
王毅

张建德
余智敏

序号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企业名称

泉州万达乐普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市巍狮翔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海鑫纺织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佐岸服饰营运中心有限公司
福建石狮市润进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唐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仪伍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新重发（福建）纺织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万益豪辅料贸易有限公司
泉州市瑞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诗雅艺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狮市聚恒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邦奇服装有限公司
睿特（石狮）服饰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轩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凯瑞斯登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卡七顿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永燊缝纫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凡宾时尚鞋服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诺信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卓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市佰得利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盈泰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福凯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博高纺织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市天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石狮市欧雅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三乙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泰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石狮明炜服饰有限公司
泉州炳源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万达奴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石狮市福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鹏发世家（福建）纺织有限公司
石狮市台众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威亚(泉州)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聚盛纺织商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休闲一派服饰有限公司
福建省石狮市铭铿服装配件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泉州市金磊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胜泓物流有限公司
石狮市艺隆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宏盛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石狮市舒雄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

胡裕财

魏高生

蔡少华
洪世锻
许栋建
孔志成
李奇峰
施永法
苏玉蕊
李庆文
林树会
张荣裕
施太极
汪能盛
余建波
肖五妹
邱荣凯
曾新长
王永议
邓海彬
蔡珠妹
杨远严
柯丽红
蔡少尉
李雄嘉
林英遵
陈顺华
蔡金龙
何作军
吕正顺
王双珍
曾炳元
蔡奕宣
施能定
阳湘恒
曾国呼
柯小明
林志猛
颜彬
金铭铿
刘杰
邱相胜
李文艺
林辉煌
蔡长明

序号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企业名称

雷顿(泉州)鞋服有限公司

石狮市点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金秋（福建）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石狮市黄河纺织有限公司

石狮市金威达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金钱豹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石狮市宏鼎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奥特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市泰山布业发展有限公司

石狮市金泰布业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祥鸿布业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华亿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泰丰俊达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康泰工贸有限公司
石狮市东华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石狮市腾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巨龙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铧鑫食品有限公司
石狮览众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新海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云勇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泉州市鸿铸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泉州濠溢服饰有限公司
石狮市民达物流有限公司
石狮市长利海产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铭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石狮市定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鑫松纺织品有限公司
泉州集伟服装有限公司
石狮市南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石狮市天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石狮市恒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石狮市合盛路桥机械有限公司
石狮市金旭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石狮市恒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
赵克新

饶水凤

林永秋

张英雪

蔡建昌

苏国辉

张美端

颜荣旋

黄泰山

黄案军
何作潮
吴志坤
吴维谋
蔡秀气
何清溪
王海燕
陈松树
邱华南
邱文斌
邓大军
潘福云
邱尚姜
姚路遥
邱尚艺
邱华顶
邱文良
张正楠
王庭栋
颜金贵
王水食
王水食
许东晓
谢世南
张定强
邱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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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公告
尊敬的客户：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市政工程等需

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的客户提前
做好准备。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
电期间停止电器操作，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
失。若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您造成
的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力”或“sgcc-fj”微信公众
号，即可查询实时停电信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

国网福建石狮市供电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扫一扫，第一时

间掌握停电信息

辖区

蚶江镇

市区

永宁镇

灵秀镇

锦尚镇

灵秀镇

蚶江镇

蚶江镇

鸿山镇

鸿山镇

鸿山镇

蚶江镇

鸿山镇

蚶江镇

永宁镇

锦尚镇

鸿山镇

永宁镇

宝盖镇

鸿山镇

祥芝镇

灵秀镇

蚶江镇

蚶江镇

市区

灵秀镇

计划停电时间

06月30日 08:00-18:30

07月02日 7:00-17:00

07月3日 6:00-16:00

07月05日7:00-17:00

07月09日8:40-18:40

7月10日6:30-16:30

07月13日14:30-19:00

07月13日 08:20-18:20

07月13日 05:20-20:40

07月13日 14:30-19:00

07月13日 08:00-12:30

07月14日 14:30-19:00

07月14日 07:40-12:30

07月14日 06:00-16:00

07月14日 08:00-12:00

07月14日 14:30-18:30

07月14日 09:00-13:30

07月15日 14:30-18:30

07月15日 7:20-17:20

07月15日 14:00-18:30

07月15日 06:30-16:30

07月15日 08:40-14:20

07月15日 15:30-20:00

07月16日 14:30-19:00

07月16日 05:30-15:30

07月16日 08:10-14:40

停电线路

10kV石码Ⅱ回

10kV亚洲线

10kV宝聘线

10kV南环Ⅲ回

10kV永锦Ⅱ回

10kV华南线

10kV鞋工I回

10kV北环I回

10kV厝 上 Ⅰ

回、厝上Ⅱ回

10kV古山线

10kV古山线

10kV鞋工I回

10kV祥行Ⅱ回

10kV塘水线

10kV海岸线

10kV厝上线

10kV祥行Ⅲ回

10kV官聘线

10kV龟湖II回

10kV祥行Ⅲ回

10kV祥农线

10kV灵峰Ⅱ回

10kV郭厝线

10kV石锦I回

10kV子芳线

10kV中英线

停电范围

蚶江镇石农村汝埕区、城外路、石湖坂里路一、二、三片区附近

联成农业科技、霸岛鞋服、湖滨农贸市场管理、瑞泰汽配贸易、毓

明仓储服务、祺明纸业、曾坑兴东8路万益山庄小区鹏龙商住楼

永宁镇洋厝村一区、二区、四区附近、老人会玄忠宫附近

正升置业发展

沿海大通道路灯、创冠漂洗染整、创冠漂洗整理、亨达利织造漂

染、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锦鑫环保建材、富华

织造、利德顺（石狮）植绒织造

灵秀镇塔前商展广场小区、狮标东侧、九二路附近

利豪五金厂、晓欣五金、蚶江镇水头村十六区、十八区、十九区、

东山新路路北区附近

大北环路灯、石狮市水务处、蚶江镇锦亭村毓英区、振兴区、繁荣区、

一区、五区、黄前山、昌盛区、机砖东厂、机砖西厂、西窑砖厂、锦亭小

学、锦亭村公路附近、蚶江镇洪窟村委会龙珠花宛1号楼1梯、2号

楼2梯、蚶江镇洪窟村四片区、五片区、电灌站、旧洪窟小学附近

东英渔网纺织、石狮市城市管理局、鸿山镇东园村1片区-10片

区、东园村委会市场、鸿山镇莲厝村四片区附近

鸿山镇莲厝村1片区、2片区、4片区、下边、西仑、石祥路、莲东路附近

鸿山镇莲厝村菜市场、莲东路、下边、厝后、西仑、莲厝村委会安

居工程、四片区附近

蚶江镇水头村洪尾区附近

鸿山镇伍堡村步行街、塘地路、塘后沿海路、塘杰路、塘后新片、

元中路、塘人路、伍堡村市场、伍堡村委会附近

鸿运鞋底、永兴鞋材、天龙鞋业、蚶江镇锦亭村昌盛区、繁荣区附

近、宝盖镇塘头3片区、4片区、5片区附近

永宁镇沙堤村董厝附近

锦尚镇锦尚村1中、3中、4中附近

祥芝沿海公路路灯、鸿山镇东二村九伍路、东群路、福寿路、东明

路、学校北、学校南、溪仔沙、学校东、草埔顶、溪仔、德平片、东二

村委会西大埔、东三村委会附近

永宁镇沙美后店区、沙美小学附近

宝盖镇山雅村委会附近

鸿山镇鸿山东路、大盘边、鸿山南路、鸿山北路、鸿山中路、拆迁

安置小区附近

祥芝镇祥渔村后斗美、油库边、部队边、东城、渔港路、新乡、旧罐

头厂附近

天球鞋服、灵秀镇灵狮村顶东质附近

蚶江镇古山村谢厝片、洪厝片、曾厝片、顶厝头、二片区、三片区、

石祥路北附近

蚶江镇溪前村中路西片、中片、东片、石锦大道道路移动通信基

站附近

锦兴电子、铭鑫服装织造、拼牌体育用品、杨国林客户（专）、新达

明服装、新国泰大酒店、长福福翔服装、湖滨常春路、东村渠道边、

北环路拼牌、新湖鸿祥商住楼、子芳路与国泰路路口、南北二路

西侧、东村大道道路第5栋、湖滨街道玉湖社区居委会兴湖路附近

珍贵鸟服饰、灵秀镇灵狮村顶东质附近

时事纵横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进行公开曝光。这6起典型问题是：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落实为

基层减负部署流于形式、增加基层负担问题；云

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全国经济普查中

统计数据造假问题；河北省邯郸市档案馆四级调

研员齐俊杰违规使用公务用车问题；山西省临汾

市蒲县应急管理局原党总支书记、四级调研员郭

龙虎等人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问题；山东省济宁市

微山县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严先

纯等人违规组织公款旅游等问题；重庆市巫山县

原环保局党组书记宋正堂违规操办其子婚宴借

机敛财问题。2018年1月，宋正堂向组织报告拟

为其子操办婚宴，申报宴请范围为管理服务对象

以外的亲友。2018年2月4日，宋正堂为其子操

办婚宴，多名管理服务对象参加。宋正堂违规收

受14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计3.35万元，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退还所收受礼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曝光六起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将给人们带来什么？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23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

座部署全面完成。这一由我国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将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

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

时服务。据统计，2019年我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到3450亿元。随着北斗卫星的全

球组网，“北斗”将如何推动生产方

式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又会为

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

70%以上中国智能手机
已有北斗服务

“高大上”的北斗导航，已经

不知不觉“飞入寻常百姓家”。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杨长风透露：“在中国入网的智能

手机里面，已经有70%以上的手

机提供了北斗服务。”

我们日常生活很多地方也有

北斗相伴。当你还在为找不到共

享单车或不确定哪里能停车而烦

心，北斗卫星提供的定位服务已经

在帮你。哈啰出行数据算法首席

科学家刘行亮告诉记者，目前，全

国超过360座城市的哈啰单车已

全线适配北斗。每辆哈啰单车的

智能锁内均包含北斗定位装置，智

能锁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向哈啰数

据中心发送车辆定位信息。

未来，随着北斗全球系统建

成，“中国北斗”将进一步造福全

球，也将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

人们的生活。

在电子商务领域，国内多家电

子商务企业的物流货车及配送员，

应用北斗车载终端和手环，实现了

车、人、货信息的实时调度；在智能

穿戴领域，多款支持北斗系统的手

表、手环等智能穿戴设备，以及学

生卡、老人卡等特殊人群关爱产品

不断涌现，得到广泛应用。

总体产值达3450亿元
基础产品销量突破1亿片

据统计，2019年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3450亿元。北斗与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发

展，正在构建以北斗时空信息为主

要内容的新兴产业生态链，并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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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

经过多年发展，北斗已形成完

整产业链，北斗基础产品已实现自

主可控，国产北斗芯片、模块等关键

技术全面突破，性能指标与国际同

类产品相当。多款北斗芯片实现规

模化应用，工艺水平达到22纳米。

截至2019年底，国产北斗导

航型芯片、模块等基础产品销量

已突破1亿片，国产高精度板卡和

天线销量分别占国内市场30%和

90%的份额。

北斗系统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显著

小到一顶安全帽，大到交通

运输、农林牧渔……北斗系统提

供服务以来，已在交通运输、农林

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通信

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

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产生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福建厦门220kV李林变电

站建设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工作

人员戴的安全帽和以往不同，帽

檐下方多了许多小按钮，这是集

成了北斗高精度授时定位模组的

安全帽。北斗高精度授时定位模

组让包括安全帽在内的一批传统

安全工具都具有了强大功能。

工作人员介绍，安全帽还集

成了包括一键拍照实时上传功

能，可让后台安全监督人员第一

时间了解现场施工情况，还有紧

急状态自动报警、一键求救、照明

等许多实用的安全功能。

此外，我国电网设备分布广泛，

许多电力设施都在无通信公网地

区。有了北斗卫星系统，电网公司

的员工在无通信公网地区作业时，

只需要携带一个小小的“短报文通

信终端”，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后，就

可以让普通的手机具备了发送北斗

短报文的能力，将现场情况和位置

信息发到后方人员的手机里。

在交通运输方面，北斗系统广

泛应用于重点运输过程监控、公路

基础设施安全监控、港口高精度实

时定位调度监控等领域。截至

2019年底，国内超过650万辆营运

车辆、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

中心城市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

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余座海上导

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在农林渔业方面，基于北斗

的农机作业监管平台实现农机远

程管理与精准作业，服务农机设

备超过5万台，精细农业产量提高

5%，农机油耗节约10%。

从“梦想在望”变成“梦想在

握”，今日之北斗已完成“三步走”

的战略。到2035年，以北斗系统

为核心，我国还将建设完善更加

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

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上接一版）这次发射一波三折。
之前，因2次航天发射任务失利，

发射时间由5月调整至6月；6月

16日，因临射前发现产品技术问

题，发射再次推迟一周。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36次飞行。时至今日，我国共组

织44次北斗发射任务，用长征三

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先后将4颗北

斗一号试验卫星、55颗北斗二号

和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成功率达100%。

卫星经过约30分钟的飞行，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随后，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组建于1970年的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有“北斗港”之誉。中心党

委书记董重庆说：“我国所有的北

斗卫星都从这里成功飞向太空，创

造了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

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全

球唯一由3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

航系统，2009年正式启动北斗三

号系统建设，2017年11月成功发

射北斗三号首组双星。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特殊环

境下，北斗工程全线在组网任务和

疫情防控两条战线“双线作战”，按

期顺利完成最后两次发射任务，全

球星座部署完成时间比原计划提

前半年。目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

国家都开始使用北斗系统。

“中国北斗，服务全球，造福人

类。”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

总设计师杨长风说，2035年，我国

将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

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

系，进一步提升时空信息服务能

力，为引领人类的梦想和脚步走向

更远的远方，作出中国航天应有的

贡献。

我国自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

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

路，逐步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

略：2000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

统，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年底，

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

供服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系

统，具备完整全球服务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受

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安徽、湖南、

贵州等地受灾，部分地区启动防汛

应急响应。

受强降雨影响，安徽省多条河

流发生超警戒洪水，有的河流水位

仍继续上涨，且大别山区和沿江江

南地区强降雨还将持续，根据《安

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安

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3

日9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记者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了解到，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

响，湖南西部部分地区受灾，其中

怀化市是重灾区。据怀化市防汛

办的消息，截至23日9时，怀化市

的洪江区、会同县、洪江市、新晃

县、沅陵县、溆浦县、辰溪县受灾人

口达70余万人，紧急转移人口

63217人，洪江区多处道路出现积

水、塌方，125间房屋出现不同程

度损坏。目前洪江区已启动防汛

一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多个工作组

到一线指导和参与抗洪救灾，帮助

人员转移。

贵州省气象局23日发布最新

资料显示，6月22日7时至23日7

时，全省有2县出现特大暴雨，18

县（市、区）大暴雨，34县（市、区）

暴雨。暴雨已导致桐梓县、沿河县

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据22日

桐梓县官方通报显示，山洪暴发冲

垮房屋致3人死亡、1万余人紧急

转移。贵州省财政厅、省应急厅

22日向桐梓县紧急下拨省级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资金200万元，救灾

帐篷、棉衣等一批应急救灾物资，

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6月23日，位于安徽省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泄洪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在23日下午召开

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检疫检测工作组副组长、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张华介绍，从6月12日开始至22日0时，

北京市已累计对234.2万人进行核酸检测。

张华表示，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北

京市稳步提升全市核酸检测能力，满足“应检尽

检”和“愿检尽检”需要。经过全面挖潜和扩能，

北京市日核酸检测能力已由4万份提升至30万

份以上。如按照规定比例进行混检，日均可检测

100万人以上，全市核酸检测工作将进入快车道。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电 美国警察和示

威者22日晚在首都华盛顿市白宫北侧拉斐特广

场发生冲突并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上说，许多人因破坏广场上美国前总统安德鲁�杰
克逊的雕像及附近圣约翰圣公会教堂被逮捕。

随着示威活动持续，美国再次掀起移除内战

时期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纪念物及标识的风

潮，多地示威者推倒或毁坏邦联领导人和邦联将

领的雕塑，一些早期殖民者的雕像也被破坏。

美国白宫外警察和示威者
发生冲突和对峙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交通运输部新闻

发言人孙文剑23日表示，针对当前疫情防控最新

形势，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出京旅客信息核查，

认真核验出京旅客健康码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对健康码异常或者未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的人员，禁止进站乘车。

孙文剑是在交通运输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当前境外疫情仍在蔓延、国内常态化疫情防

控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孙文剑介绍了交通运输部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最新形势出台的政策措施。

北京日核酸检测能力
已提升至30万份以上

交通运输部要求
严格出京旅客信息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