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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是我国大国和平崛起和敢当国际责任的重要标志 

北斗系统，是我国在今后 10-20 年间唯一真正能够突破大国重围、走向国际、参与强国竞争、

服务全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体系化项目，迫切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着眼赶超的科技跨

越、赢得主动的能力升级和服务全局的产业转型。卫星导航产业实现技术国际化和市场全球化的重

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北斗行业从业者的身上。 

当前，乘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机遇，抓住今后数年产业全球化大发展窗口期，

我们要增强紧迫感，积极作为，抢占发展的主动权。目前我们在系统整体技术与基础上落后国际领

先水平 15-20 年，在应用与服务技术落后约 5-8 年，为了摆脱落后，为了彻底改变目前产业规模弱

小、力量分散、市场杂乱的尴尬局面，改变无法适应产业蓬勃发展的客观现实，必须加速实现科学

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跨越，我们必须解决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平台及其配套能力上的“捉襟见

肘”，需要进行强化的能力升级。同时，我们要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融合引领跨越、服务分享

惠民”的总体原则指导下，大力推进北斗产业、“技术国际化、产品融合化、应用大众化、服务产

业化、市场国际化”的“五化”进程，乘导航产业正从室外正常条件下的服务进入室内外无缝服务

阶段的东风，进军各种各样恶劣、严酷和异常环境下的泛在服务，这将是我们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

赶超的重大转折机遇，是产业革命性的转型机会。中国拥有数量以十亿计的潜在用户群体，在今后

的几年内均会要求提供泛在智能、实时动态、精准确保和融合共享的基于位置的服务，这是个重大

而又迫切的使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空前的严峻挑战。要通过北斗的应用与产业化运作，全方位

促进信息产业的结构转型，推进“位置服务”国家联合行动，促进高端制造业、先进软件业、现代

服务业和基础数据业的全面大融合、大发展、大繁荣，真正完成打造国家综合实力的历史责任。通

过这一过程的实施与目标实现，我们也必将赢得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体现大国风范，履行大国义

务，赢得国际优势竞争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贡献。 

 

卫星导航行业信息简报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卫星导航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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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起草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7 年 4 月 21 日上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条例支撑起草单位与中国空间法学会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组织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起草工作研讨会。 

来自中央军委法制局、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空间法学

会、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民航大学、湘潭大学、

中国航天系统科技与工程研究院航天信息中心等单位与法学界专家、学者共 30 余人参加了本次研

讨会。会议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条例的起草情况进行了介绍。与会法学界专家对条例框架展

开讨论，并对卫星导航立法进言献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基本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已列入《国务院 2016

年立法工作计划》，将规范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相关活动和工作，确立北斗系统作为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的法律地位。 

 

北斗/GNSS 研讨会在沙特利雅得举行 

2017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北斗/GNSS 研讨会在沙特利雅得成功举行。来自沙方科技、交

通、测绘、内政、民航等部门的百余位代表，中方 22 个单位的 40 位代表参加了“北斗/GNSS 应

用研讨会”，参观了北斗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演示，开展了北斗应用交流对接活动。研讨会由中

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和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联合举办，我驻沙特大使馆、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单位应邀参加。 

4 月 18 日上午，沙特国王科技城主席图尔基亲王为研讨会开幕致辞，表示双方在卫星导航领

域的合作，对沙特国家实现产业转型和“2030 愿景”，促进沙特科研、工业、贸易、安全、交

通、农业、能源、民航、地理空间等社会各行业领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本次研讨会对于双

方全面深化理解、合作共赢将发挥积极作用。中国驻沙特李华新大使为开幕式致辞，表示中沙卫

星导航合作，对推动中方“一带一路”与沙方“2030 愿景”规划对接将发挥重要作用，有望成为

两国务实合作的新亮点、新引擎。 

研讨会上，中方代表分别围绕北斗系统建设发展、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北斗基础产品、北斗

/GNSS 中心，以及北斗系统在测绘、通用航空、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解决方案进行

了 15 个报告交流，沙方代表就测绘、民航应用、物联网、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应用现状和需求进行

了 7 个报告交流。 

 

中国北斗代表团出席第十一届莫斯科国际导航论坛 

2017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第十一届莫斯科国际导航论坛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中国卫星导

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应邀出席了本届论坛，办公室马加庆副主任在论坛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北斗

系统建设发展》的专题报告，介绍了北斗系统建设、应用和国际合作的最新进展。在国际空间站

工作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本届论坛发来祝贺。 

莫斯科国际导航论坛由俄罗斯格洛纳斯/GNSS 论坛主办，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原俄罗斯航

天局）支持，是俄罗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卫星导航专业论坛，并同期举办导航技术展览。本

【大事速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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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论坛期间，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还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进行了工作会晤，就中俄卫

星导航合作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联合国外空司司长及部分国家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代表参观北斗系统 

4 月 22 日，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西莫内塔·迪皮蓬女士以及巴基斯坦、南非、哈萨克斯坦、马

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6 个国家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的代表，参观了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测试评估研究中心，办公室国际合作中心、交通运输部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国航

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代表一同参加了活动。活动由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组

织。此次活动是联合国外空司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参观航天事业发展的环节之一，加强了中国与

联合国外空司及有关国家在外空重要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增进了与相关国家航天合作与交流。 

 

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成功发射并顺利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4 月 20 日 19 时 51 分，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是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的收官之作，标志着我国即将开启空间站时代。 

天舟一号是面向空间站建造和运营任务全新研制的货运飞船，全长 10.6 米、最大直径 3.35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飞船整船最大装载状态下重达 13.5 吨，最大上行货物运载量达 6.5

吨，是我国飞船中名符其实的“大块头”。 

4 月 22 日 12 时 23 分，距地面 393 公里的太空轨道，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顺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为不久后的推进剂在轨补加即“太空加油”打下良好基础。这是天宫

二号自 2016 年 9 月 15 日发射入轨以来，首次与货运飞船进行的交会对接，也是我国第一艘货运

飞船的首次“送货”并“停泊”到“太空之家”。 

 

近期全国各地北斗应用汇编 

厦门：厦门边防支队于 2016 年自主研发基于北斗系统的“小型船舶预警系统”，实现了“船

舶进出港实时显示、船舶实时定位、遇险救援就近调集”的海上船舶动态全程跟踪管理，有效保

障广大渔船民的财产安全，极大地提高了派出所管控海上治安秩序和救助遇险船只能力。为了使

系统更具实战性、可推广性，该所专门组织力量集中研发、测试，定位装置由电视机大小变成手

机盒大小，对船民正常作业几乎没有影响；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系统，定位更加精准，并且

定位装置采取防砸防水破拆设计，使用太阳能面板充电，免去维护的烦恼；使用二维码技术固定

船主信息，民警足不出户，一看便知船舶情况，一条渔船遇险，系统自动发送短信通知最近的三

条船舶预警救助。 

湖北：近日，随着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鸡鸣口、阮溪沟等电站关口计量数据成功采集上线，湖

北省首个基于北斗卫星的电量采集平台在十堰供电公司正式投入运行。十堰水电资源丰富，大量

水电站分布在崇山峻岭中。这些站点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光纤通信资源投入较大，载波通信不

稳定，移动、联通等无线信号又不具备，传统电量采集方式均不能使用。针对这一问题，十堰供

电公司开展了基于北斗卫星短报文功能的偏远地区电量采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该公司通过改装

站端电量采集装置和升级地调主站，把北斗短报文技术与现有的电量采集技术结合起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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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缺乏通信手段，同时移动、联通等无线信号又不具备的偏远站点的通信问题，提高电量采集

的覆盖率、准确度和实时性，保证偏远地区站点的信息始终在线，满足电网计量全覆盖的目标。 

欧洲 GNSS 接收机标准即将获得批准 

欧盟成员国即将批准卫星导航接收机标准。所提议的标准涵盖卫星地面站和系统(Satellite 

Earth Stations and Systems, SESS)以及在 1164MHz-1300MHz 和 1559 MHz - 1610 MHz 频段

内运行的 GNSS 接收机。接收机必须具有标准规定的抗相邻频段干扰的能力。 

由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制定的标准草案（标准编号 ETSI EN 303 41）已经公布了

一段时间内的公开调查和投票结果，最终结果尚未公布。 

草案规定，接收机必须能够处理 1525 MHz -1549 MHz 频段的-95 分贝/毫瓦（dBm）的干扰

水平，GNSS 接收机的信噪比恶化不能超过 1dB 。 

 

频段（MHz） 
测试点中心频率

（MHz） 

相邻频率信号功率

（dBm） 
注解 

1518 - 1525 1524 -65 
空对地（Space-to-

Earth, MSS）频带 

1525 - 1549 1548 -95 空对地频带 

1529 - 1559 1554 -105 空对地频带 

1559 - 1610 GUE RNSS 频带处于试验阶段 

1610 - 1626 1615 -105 空对地频带 

1626 - 1640 1627 -85 空对地频带 

（频带、相邻频率信号测试点中心频率和 1559MHz-1610MHz RNSS 频带的功率级） 

 

如上表所示，该文件指出，“它不包含任何有关 GNSS 用户设备安装的要求、建议或信

息”。但是将详细介绍符合新要求的测试。 

欧盟这个新要求是欧盟无线电设备指令（EU 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 RED）的一部分，

该标准是欧盟先发制人的措施，以确保 GNSS 依赖的产品和其它射频设备和服务之间的相邻频段

兼容性能够持续，即使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允许一些射频频谱的接入接近 GNSS 使用的

频率。 

值得明确的是，欧盟并没有要求 ETSI 的标准适用于所有在欧盟销售的 GNSS 接收机。唯一

的要求是，从今年 6 月开始，在欧盟出售的接收机必须需要满足这个“基本要求”，已经在欧盟

市场销售的符合旧标准的接收机仍可以继续无限期地进行销售。 

一旦获得批准，ETSI 标准将是满足 RED 基本要求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如果

制造商可以向认证机构展示其设备“这样的构造可以有效地使用并支持无线电频谱的有效使用以

避免有害的干扰”，则原则上，它也符合基本要求。当然，这必须建立在接收机本身满足其它监

管要求（如符合现行的欧盟法规）并可以在欧盟出售的前提下。这可以允许制造商继续进行创

新，同时在创新过程中注意其生产的 GNSS 接收机必须在其它无线电系统存在的环境中运行。 

 

【大事速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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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 

4 月 24 日，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北斗西虹桥产业基地召开。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承其主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干

频副主任，青浦区人民政府代表、青浦区科委张宏洲主任，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郁文贤院长

GPS SVN27 卫星完成轨道运行任务 

“25 岁”的 GPS 第 27 号卫星（SVN27）在 4 月 18 日完成了轨道运行的任务。SVN27 于

1992 年发射升空。当时它的设计寿命是 7.5 年，如今它的工作时间是预计的三倍多。SVN27 退

出 GPS 队伍的主要原因是其有效载荷不再能够达到现今的 GPS 标准。 

将 SVN27 从 GPS 的星座中移除能为其它性能更优越的卫星腾出空间。由于 GPS 卫星并不

携带脱离轨道腾挪索所需的燃料，因此它们将被推向高于 GPS 运行轨道 1000 公里的较高轨道

上。在与其最终的接触期间，卫星被命令进入最安全的低能耗状态。这意味着所有燃料箱的燃料

已经消耗殆尽，电池不能充电，它将处于旋转稳定配置状态。 

 

思博伦发布一致性测试解决方案 
思博伦宣布正式发布第一种 WAVE-DSRC（车辆环境无线接入－专用短程通信）一致性测试

解决方案，其中还包含一整套美国交通运输部（USDOT）认证所需的测试。 

2016 年底，美国交通运输部提出了一项规则建议，要求汽车制造商在所有新造轻型车辆上加

入车辆间（V2V）通信技术。其目的是在整个行业中实现标准化的消息传递部署，使 V2V 设备在

沟通时能够“说相同的语言”。凭借这种强制性的车辆间“交谈”规定，可以实现诸多全新的碰

撞规避应用，很可能每年避免数十万起碰撞事故。 

思博伦的 TTsuite-WAVE-DSRC 包含四个不同的协议一致性测试套装，全部符合美国交通运

输部的认证操作理事会（COC）所规定的一致性测试规格。它可以实现完整的测试自动化，包括

独立适配的框架，并且可以利用多种插件实现扩展，满足不断变化的开发需求。 

此次发布的全新产品专门面向供应或测试 WAVE-DSRC ITS 技术的企业。思博伦的

TTworkbench 是一种特性全面的集成式测试开发和执行环境（IDE），可提供多种丰富的功能，

包括被测设备监测和模拟等，适用于所有汽车国际标准测试规格，包括 OPEN 联盟、AUTOSAR

和 Avnu 汽车测试规格等。 

 

马航将用卫星定位旗下所有航班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宣布它将率先采用新的飞机定位系统。新技术使用轨道卫星跟踪飞机位

置，跟踪范围覆盖全球，包括海洋、极地和偏远地区。 

据彭博社报道，该卫星跟踪系统由三家公司经营，分别是 Aireon、SITAONAIR 和

FlightAware 。系统使用美国 Iridium 公司运行的 72 个通讯卫星组成的卫星网络，使用 ADS-B 技

术对航班进行位置追踪。ADS-B 技术让飞机能够自动地向其他飞机或地面站广播飞机的位置、航

向和识别号等信息。马航表示，使用卫星能在偏远地区提供更全面的覆盖。 
 

【上海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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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并发言。第八届导航年会承办单位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中科

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虹桥商务开发有限公司、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上海复控华龙微系

统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领导和嘉宾，以及上海展区的参展

企业代表参会。 

发布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为在场嘉宾解读了本届年会的主题——

“定位，万物互联”，介绍导航年会的基本情况,向上海市科委、青浦区政府和上海北斗导航创新

研究院等年会承办单位为年会筹办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本届年会将举办多场高端

论坛、卫星导航技术与应用成果展和特色活动。高端论坛包括各 GNSS 主管部门官员报告、大

会特邀专家报告和应用产业化论坛，邀请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国家的导航系统主管

官员介绍导航系统进展情况和计划；国际导航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关键技术、系统建设和社

会应用进行主题报告交流。本次展会上将有百余家企业参展，总面积 12000 平米，创历届新高。

同时还有北斗与物联网专题论坛，以及与美国和欧洲导航协会联合举办的 CSNC-ION JOINT 

PANEL、CSNC-ENC JOINT PANEL 等多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并在最后表达了对本届导航年

会抱有很大的信心和期待。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干频上台致辞，重点介绍了上海北斗导航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

他指出经过数年发展，上海卫星导航产业初具规模，围绕北斗导航产业发展有关的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不断涌现。随后，青浦区人民政府代表、青浦区科委张宏洲主任在会上

发表了青浦区对北斗产业政策支持和区内北斗产业发展的致辞。最后，年会上海地方承办单位、

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院长郁文贤对本届年会筹备情况、活动亮点等做了整体介绍。并详细介

绍了本届导航年会的 3 大亮点：一体化的展览展示、丰富的互动体验、多样的主题活动。全方位

展现上海北斗导航领域“用产学研投管”协同创新、全产业链蓬勃发展的良性状态。 

会上，嘉宾致辞后，围绕中国卫星导航建设和未来发展等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并在会后邀

请记者参观北斗西虹桥产业园区，举办 2017 年首场北斗西虹桥大讲堂讲座，向青少年进行北斗

科普宣传教育。 

 

国家发改委北斗产业园调研组在沪调研 

4 月 18 日，北斗产业园调研组一行莅临上海，旨在调研上海北斗产业园的发展情况。北斗

产业园调研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调研员肖晶等多名领导组成。在 4 月 19 日上午举

行的上海北斗产业交流会上，北斗产业园调研组听取了上海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科委和上海

卫星导航产业联盟对上海北斗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并开展了交流。随后调研组一行走访了中国

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国家北斗导航应用（上海）产业基地、中兵北斗园区和司南北斗

高新技术产业园，在各个园区内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座谈。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华测导航、司南导

航、千寻位置、普适导航、势航、海积信息、北伽、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等多家卫星导航企

业。 

 

千寻位置与大疆创新战略合作 

2017 年 4 月 23 日上午，千寻位置与民用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达成战

https://www.baidu.com/link?url=_c-CLl2RUSeK5yVyXX34jDB4mDNm5tRTAdBNKehIB9u&wd=&eqid=92995b60002d3aee0000000458fd56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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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伙伴关系，千寻位置与大疆创新将结合各自优势在技术、市场、产业等方面深入合作，共

同推动北斗系统在无人机行业的落地。 

MG-1S 农业植保机 RTK 版网络套装，是双方的首次合作。该无人机通过接入千寻知寸

（FindCM），实现厘米级精度的自主飞行、定位与喷洒。RTK（Real-time kinematic）载波相位

差分技术是一种地理位置测量方法。借助该技术，无人机可实时得到高精度定位。传统的 RTK

应用需要首先架设基站，并对基站进行标定和调校，准备时间较长，操作复杂。接入千寻服务

后，购买该套餐的大疆创新用户在千寻服务覆盖区域内，几乎可以节省所有用于基站的投资，包

括基站硬件购置和后期维护。 

更重要的是，北斗高精度公共服务从时空基准、无缝漫游、精度均一三个层面为大疆无人机

的精准应用赋予了快速复制、高速扩张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服务的覆盖范围之内，千寻位置建

立了统一的时空基准，提供农田数据和航线的统一参考，解决了无人机同一区域作业时重复标定

的问题。同时，一台大疆无人机使用同一个差分账号，便可实现千寻覆盖范围内无缝漫游，破除

传统网络 RTK“地域割据”带来的不便。另外，千寻位置地基参考站组成网格化分布服务，提供

广域厘米级定位，为覆盖范围以内的无人机提供精度均一的位置服务，相比于精度随距离递减的

单基站模式更加稳定可靠。 

 

 

 

万物互联：带着问题去期待 

在即将到来的初夏 5 月，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将在上海召开，在这一年一度的卫星

导航产业盛会上，“定位，万物互联”成为本届的主题。 

毫无疑问，这个主题的出现恰逢其时：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航空行业，“连接”

（connectivity）已经成为当下的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卫星导航与定位天生就具备广域覆盖性，

自然应当在互联，乃至万物互联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将其作为卫星导航未来的内在属性。 

然而，在这一愿景变成现实，真正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前，仍然有三大问题需要

解决： 

第一，互联的信号标准问题。卫星导航信号，无论是直接来自于导航卫星的定位信号，还是

PPP 技术产生的高精度信号，抑或是地面广域差分网络生成的差分信号，都是空间信息的一部

分，这些信号目前所能实现的功能依然仅限于定位，并无法实现其它功能。相对应的，空间里，

卫星通信、遥感等其它卫星应用，地面上，基于移动运营商网络的 NB IoT 技术和不依赖于运营

商网络的 LoRa 技术物联网技术，全都拥有各自的标准，如果无法找到这些形形色色标准的最大

公约数，将所有的标准打通，或者说，基于这些标准实现类似于 TCP-IP 之于互联网那样普适性

的标准，不同的系统将无法轻易实现互联互通。 

第二，高精度定位的大众化问题。目前的卫星导航和定位服务尽管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但

大众化应用所依赖的定位精度依然在米级以下，更高的亚米级、分级和厘米级高精度应用依然集

中在测绘、精密农业、远洋钻井平台等专业领域，没有获得大众化应用。而在万物互联的时代，

人们对于定位精度的需求无疑会更高，如何将高精度从专业化领域以“润物细无声”并且成本可

控的方式扩展到大众化领域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隐私与安全分级和保护问题。无处不在的定位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隐私泄露与

安全问题，即便上述两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也仅仅是技术层面上实现了万物互联的条件，并

【时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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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人们真正的接收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因此，如何在实现便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确保隐

私与安全不被侵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产业界，政

府、法律和学术界都将参与进来，只有各方形成合力，才有可能解决这个在互联网时代便已经十

分棘手的问题。 

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对下月的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充满期待。 

 

 

 

空间信息企业市场快讯 

合众思壮：据合众思壮公告，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参与竞买

苏州一光仪器有限公司 10.44%股权。参与竞买的价格为挂牌价格人民币 1,387.95 万元。苏州一

光仪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8 年，是中国测绘仪器行业开发、生产、销售大地测量仪器的知名企

业。据悉，目前，合众思壮持有苏州一光 39.13%的股份，本次竞价成功后，公司将合计持有苏

州一光 49.57%股权。此外，4 月 15 日，合众思壮和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在洛阳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完成基于北斗的高精度农机控制产品在一拖全系列产品上的适配，推动农

机自动驾驶前装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精准农业应用化、产业化进程。 

四维图新：据四维图新公告显示，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旨在为推动中国车联网、新一代导航系统、汽车电

子与自动驾驶技术的建设与发展。公告显示，二者将优先在五大方向上进行合作，分别是导航引

擎、车联网、自动驾驶、交通大数据在线服务系统、新一代车载导航影音娱乐终端，及其他汽车

电子芯片与解决方案。但何时推进二者的首次合作项目，将有哪些合作事项，仍是未知数。 

华力创通：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复。据悉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明伟万盛 100%股权。为提高本次交

易整合绩效，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5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4 亿元，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发

行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投资建设募投项目、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在不考虑

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561,182,000 股增加至 576,182,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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