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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143星 SpaceX太空深度掘金

刺激制造业 拜登要求“买美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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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爆发大规模反封锁抗议

·图片新闻·

当地时间2021年1月24日，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民众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并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 CFP/图

当地时间2021年1月24日，荷兰多地

发生了针对宵禁的抗议活动。据荷兰媒体

报道，数百人于当地时间24日下午非法聚

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区的博物馆广场，

抗议政府实施的宵禁及“硬性封锁”措施。

为驱散聚集人群，当地警方动用了骑警及

高压水枪等强力措施。

同一天在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一

社会团体在游行示威申请被当地政府否

决的情况下仍执意聚集举行活动，并与当

地警方发生冲突。警方表示，该团体有数

十人被捕，警方还使用了催泪瓦斯来驱赶

人群。

而在23日晚间，荷兰鹿特丹、阿默斯福

特等城市都发生了针对宵禁的小型抗议活

动。尤其在中部港口城市于尔克，有示威者

向警方投掷炮竹等危险物品，并点燃了一

处新冠病毒检测点。当地政府及司法机构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对这一行径表示愤慨，

荷兰卫生大臣德扬则于24日在社交媒体上

称纵火行为“突破所有底线”。

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荷兰议会21日批

准实施全国宵禁，自23日起每晚9时至次日

凌晨4时30分，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违者

罚款95欧元（747元人民币），而遛狗、送外

卖或快递人员除外。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荷兰首次实施全国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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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录

143星，SpaceX再次创造了全球新纪

录———单枚火箭发射携带卫星数量最多。

上一任纪录的保持者是印度在2017年发射

的PSLV-C37运载火箭，一共搭载了104枚

卫星。

美国东部时间1月24日10时，SpaceX在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首次开启拼车“专

列”，用猎鹰9号火箭专门执行小卫星拼单发

射任务“运输者1号”（Transporter-1），将包

括立方星、微小卫星和轨道转移飞行器在内

的133个商业和政府航天器，外加10颗“星链”

卫星送入轨道。

“运输者1号”，是SpaceX今年开启的首

班“拼车专列”。据了解，“拼车发射服务”是

SpaceX于2019年提出的构想，要在特定时间

间隔内提供猎鹰9号火箭的拼车发射服务，专

门帮助小卫星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太空。

据SpaceNews报道，本次任务的最大客

户是Planet公司，SpaceX为其发射了48颗

“超级天鸽”遥感立方星。芬兰Iceye公司发射

了3颗合成孔径雷达（SAR）成像卫星；“鹰眼

360”公司为其商业信号情报服务发射了3颗

卫星；NASA发射了4颗技术演示立方星。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射的10颗“星链”卫

星是第一批部署到极地轨道的卫星，将为阿拉

斯加和其他极地地区的客户提供网络覆盖。算

上此前已经发射的1015颗“星链”卫星，SpaceX

目前累计发射“星链”卫星达到1025颗。

这是今年以来SpaceX进行的第二次“星

链”卫星发射，不过，目前的数量距离马斯克

的野心还有很远。2015年1月，马斯克就宣布

了卫星互联网服务项目，这一项目被命名为

“星链”（Starlink）。

按照马斯克最初的设想，星链项目计划

在2019-2024年间在太空搭建一个由1.2万颗

卫星组成的网络，其中1584颗将部署在地球

上空550千米处的近地轨道，7500颗部署在距

离地面340千米的轨道，2825颗在距离地面

1150千米的轨道，最终将使所有卫星连成整

体的数据中心，目标是为整个地球提供高速、

低成本的卫星互联网。

伴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马斯克的野

心也在逐渐膨胀。如今，SpaceX将星链计划

的卫星发射总数量从1.2万颗提升到4.2万颗，

其中1.2万颗已经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3万颗

已提交申请。

星链加速

无利不起早，马斯克绝不是做亏本生意

的人，虽然在发射过程中曾多次失败，但成功

后的“钱”景同样大有可期。

成本已经随着技术升级而逐渐走低。据

彭博社报道，在此次发射的143颗卫星中，首

发200公斤的卫星只需要100万美元，之后每

公斤仅需5000美元。与传统通信卫星的造价

相比，这一价格已经大幅降低。

马斯克对盈利的畅想是美好的，他曾表

示，星链计划将投资100亿美元，而到2025年

就将带来300亿美元的收入，在他看来，星链

将会抢占全球3%-5%的电信市场。

随着卫星的就位，马斯克早就迫不及待

地开始了商业化进程。去年10月，星链正式在

美国华盛顿州等地公测，收费价格为99美元/

月，用户还需花费499美元购买硬件套件，包

括用户终端、支撑三脚架以及WiFi路由器。

本月早些时候，星链正式进军英国市场，

获得了英国电信监管机构的批准并开始测

试，收费价格与美国相差不多，每月的费用为

89英镑，设备套装费用为439英镑。

另外，在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法国等

地，SpaceX也相继拿到了牌照。对于具体的成

本和盈利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SpaceX方

面，不过截至发稿还未收到具体回复。

由此，在华尔街眼中，SpaceX也成了香

饽饽。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已经将SpaceX

的估值提升至至少1000亿美元，理由是，

“SpaceX继续巩固其作为新兴太空经济‘任

务控制中心’的地位”。

不过，利益背后，争议同样不可忽视。比

如星链对于科学研究的干扰，就一直受天文

学家诟病。2019年就有不少天文学家表示，星

链卫星太亮，会影响天文观测，SpaceX于去

年决定为卫星装“遮阳伞”，降低卫星亮度，以

减小对天文观测的干扰。但根据《天体物理学

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带有抗反射涂层

的星链卫星的亮度只降低到标准要求的一

半，仍然会干扰天文研究。

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指出，整体而言，

美国的通信网络并不完善，特别是在边远地区

网络比较差，因此像星链这种卫星项目就有

发展的价值，但能否面向大众还比较难说，毕

竟包括资费和转发设备在内的费用其实还是

比较高的，且城市地区的使用率可能不太高。

太空经济

对于SpaceX而言，要头疼的绝不只是技

术方面的改进，还有商业赛道的日益拥挤，毕

竟，全球都看到了太空这块空白领域里藏着的

市场蛋糕。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到2040年，

卫星宽带将占全球太空经济增长的50%-70%。

欧洲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0年航天

经济报告》显示，包括政府航天投资和商业航

天收入在内，2020年全球航天经济总量再创

新高，达到3850亿美元。

若将时间线拉长，太空已经成为各国的

新战场。过去十年来，世界太空市场中的政府

和商业收入共增长了73%，相比上一年增长了

90多亿美元，攀升至4238亿美元。商业航天收

入占全球太空经济80%，高达3368.9亿美元。

在项立刚看来，通信卫星的确是比较重

要的产业机会。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使

用低轨卫星的星链，之前也有通信卫星，但多

是高轨卫星，低轨卫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项立刚指出，从成本来看，现在卫星制造

和发射的成本肯定比之前低，但在后续的维

护更新方面还不好说，卫星使用4-6年后就需

要完善，比如电池，另外低轨卫星在稳定性方

面的表现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一背景下，SpaceX带头狂奔，后来

的竞争者也在迎头追赶。就在1月18日凌晨2

时38分，一架名叫“宇宙女孩”的波音

747-400飞机从莫哈维航空航天港起飞，将

10颗小卫星送入太空。此次任务由英国富翁

布兰森旗下的维珍轨道公司完成，也是该公

司首次从空中发射火箭进入太空，为发射低

成本卫星的新方法铺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表示，太

空经济的传统概念包括卫星的设计、发射和

运营，拉动数千亿元规模的上下游产业。相较

于在地面建基站传输，将信息放到空中传输

会更便捷、更环保，没有河流山川等的阻碍，

直线传输距离也短，因此也更节约成本。

曹和平进一步指出，卫星发射多了就会

形成组网，相当于形成一个数字基础设施，这

将会是未来国民经济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相较于现在的发展，未来这一领域带

动的经济规模可能高达3、4万亿元”。曹和平

坦言。

当然，不只是在美国本土。进入2021年，

其他地区对于太空经济也愈发重视。1月12

日-13日，欧洲航天政策会议在布鲁塞尔

召开，欧盟宣布投资3亿欧元扶持欧盟商业

航天企业创业创新。根据公告，欧洲投资基

金将以股权投资方式向卢森堡风投基金

“轨道风投”（OrbitalVentures）和意大利风

投基金“普里莫航天”（PrimoSpace）投资3

亿欧元，借助这两家风投机构为欧盟商业航

天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助推企业技术研发和

创新。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1月24日，多家美国媒体均报道称，拜登

计划在当地时间25日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

联邦政府在四年的时间内，以4000亿美元的

预算购买美国的商品与服务，并将3000亿美

元预算投资在美国重要科技研发上。

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RonKlain）表

示，拜登即将签署的这一份行政命令是“兑现

他的竞选承诺，增强购买美国货的规定”。据

《华尔街日报》介绍，“买美国货”这一计划主

要针对的是美国政府采购，要通过提高对美

国国内产品的需求，堵住购买外国产品的政

策漏洞。

拜登竞选团队此前就已经披露了这一计

划的具体内容。其中提到，拜登政府将在第一

个任期的4年里，花费4000亿美元购买美国工

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释放对美国国内商品

和服务的新需求，创造国内就业机会。网站声

明称，在这个计划下，美国在联邦政府采购、

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研发方面的引导资源将

是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的数据，2019财年，

联邦机构在商品和服务的直接采购合同上花

费了5860亿美元，其中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

的制成品采购商，花费了其中近2/3的金额。

如此巨额的花销加上新的财政补贴，无

疑会刺激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美国制造业联

盟总裁斯科特·保罗（ScottPaul）说：“如果要

在基础设施或联邦采购中投资数万亿美元，

这显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再加上购买美国

国内商品的优惠政策，可以刺激工厂创造就

业机会和投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杨水清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拜登此前已经提出要修订补贴和政府采购

方面的国际贸易规则，以便为“买美国货”放

行。有贸易和制造业专家也表示，即将出台

的行政命令很可能包括对现有政府采购规

则的技术性修正，但这些支出将需要国会的

批准。

但也有人认为，拜登投入的4000亿美元

都是用于美国政府采购的，而民间企业的采

购可能不受此计划的影响。对此，杨水清分析

到，除了政府投入外，“买美国货”也可能用调

节税收来实现。比如说，拜登提出对向海外转

移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岗位，而且向美国市

场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公司加征新的10%

的附加税。同时还将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的最

低税率从10.5%提高到21%。

但在美国本土制造业叫好的同时，其他

国家可能要“受伤”了，后者的担忧在于美国

国内巨大的政府采购市场会将其他国家的企

业排除在外，使其失去大量商业机会。

美媒在报道中也提到，拜登也将更严格

要求现存的“买美国货”法规，因为其中有些

漏洞让联邦机关能够绕过去而购买外国制造

的产品与服务。拜登的计划将要求通过提高

国内采购比例和堵塞购买外国产品的漏洞来

收紧现有的政府采购规则。

加拿大前外交官、现任加拿大全球事务

研究所副所长的科林·罗伯逊就表示，加拿大

与美国的经济深度融合，拜登政府的这一计

划将给加拿大的公司带来很大影响。

与此类似，日本业务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

电通公关公司的分析师也敦促日本企业密切

关注拜登政府“买美国货”的计划，认为这可能

会对连接美日两国的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买美国货”可能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杨水清指出，相比国内经济政策，国际经

济政策并不在拜登的优先议程之列。拜登强

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主张推行“促进

制造业回流”、降低关键原材料和关键行业对

外国竞争对手的依赖和“买美国货”等相关政

策，也不是完全排外的，也要确保美国和盟国

的供应链安全，增加供应链弹性。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赵天舒

“从汽车到储备物资，我们要购买美国货（Buy�American）”，这是美国

总统拜登竞选时的承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拜登似乎下定决心要将其兑

现，相关行政令已经在路上了。“买美国货”这一口号并不新鲜，毕竟这是

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不错选择。 但在修复与其他国家关系和捍卫本国

制造业之间，拜登或许还需要把握好平衡。

“钢铁侠”马斯克的疯狂不止在于地面，还在于太空。马斯克瞄准的是两大面向未来的市场空白，一边通过特斯拉在电动汽

车市场攻城略地，另一边，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则孜孜不倦地通过庞大的卫星网络，提前占位太空。但就像电动汽

车行业一样，在商业航天市场大有可为的诱惑下，马斯克同样将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全球部署卫星的科技企业（部分）

星链

公司：SpaceX
用途：宽带互联网服务

计划卫星数量：1.2万+3万颗

Kuiper
公司：亚马逊
用途：宽带互联网服务

计划卫星数量：3236颗

OneWeb

公司：OneWeb
用途：宽带互联网服务

计划卫星数量：900颗

Telesat�LEO 公司：Telesat
用途：通信

计划卫星数量：298颗

太空
互联网

公司：三星
用途：通信

计划卫星数量：2956颗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3.9

2466 2548 2605 2686 2774 2710

2013-2019年全球卫星产业收入及增速情况（单位：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