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云春：

愿家乡青州更加美好
杨云春，山东青州人，毕

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电子工程
专业，博士研究生，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国家“千人计划”
引进人才，“北京市海外高层
次人才”，“北京市特聘专
家”。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
司系统工程部工程师，美国
NavCom Technology Inc.公司
工程师，美国ContainerTrac，
Inc.公司首席科学家、北京耐
威集思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北京耐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为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全球华人定位
导航协会(CPGPS)工业委员
会主席，美国电气和电子工
程师协会(IEEE)会员，武汉大
学客座教授，北京工业大学
客座教授，青州在京商会首
任会长。

杨云春博士长期从事导
航定位领域的学习、研究及
行业经营，理论功底深厚，研
发和管理经验丰富，研究领
域涵盖惯性导航、卫星导航、
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及电
子工程等多学科及交叉领
域，是我国导航定位领域的
专家，曾多次负责国家863计
划高技术科研项目、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技部
创新基金项目等重大科研项
目的相关课题研究，曾在国
际学术刊物及国内核心期刊
发表过多篇专业论文。

┬特约撰稿 陈照天

出生于青州市弥河镇的杨
云春，是美国加州大学电子工程
专业博士研究生，在美国学习期
间，即承担美国交通部自动驾驶
项目的组合导航部分，将路面磁
化传感器航向技术跟微机电捷
连惯导和 GPS 融合技术应用于
高速公路车辆自动驾驶的应用
中，获得车辆自动控制厘米级精
度 的 效 果 。他 先 后 曾 任 美 国
NavCom Technology Inc. 公司工
程师，美国 ContainerTrac,Inc. 公
司首席科学家。怀着报效祖国的
梦想，2007 年杨云春放弃在美国
公司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
环境，回国创业。2008 年创办了
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耐威公司)，是国内唯一一
家既能研制惯性导航产品，又能
研制专业卫星导航产品的高新
技术企业。2015 年耐威公司在 A
股上市。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长和一名担负科研任务的专家，
杨云春在繁忙的工作中，不忘关
注、关心家乡青州的发展变化，
并时刻想着为建设美丽青州贡
献自己的力量。

为家乡做事

2017 年 7 月 15 日，“青州在
京商会”在北京成立。解放军原
副总参谋长张黎，全国政协常
委、海军原副司令员苏士亮，解
放军总政治部纪检部副部长崔
兴旺，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常务副
会长徐九武等在京青州籍知名
人士、北京高校院所专家教授和
重要客商近二百余人齐聚一堂，
青州市领导韩幸福、鞠立强、王
万信、丁法剑也赶到北京出席活
动。商会成立大会上，选举“千人
计划”专家、北京耐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云春为青州
在京商会首任会长。

成立青州在京商会是青州
在京工商界人士酝酿很久的一
件事，目的是进一步凝聚在京青
州籍人才的资源力量，蓄势搭建
起沟通信息、交流经验、促进合
作、共同发展的平台。杨云春是
科技界知名人士，又是上市公司
的董事长，所以在商会筹备中，
大家想推选他担任会长。起初，
杨云春感觉会长责任重大，压力
不小，自己又没有太多精力，并
不想当这个会长；后来，他想到
商会不仅能为在京的青州同乡
提供帮助，还可以为家乡做些事
情，便欣然同意了做会长。

为家乡做些事的朴素想法，
使杨云春本来繁忙的工作又多
了些忙碌。好在商会成立之初，
即设立了理事会，同时成立了法
律、教育、文体、卫生等专委会，

商会成员在工作之余，都积极参
与商会事务。商会除积极打造好
青州在京人士的这个家外，已初
步做了一些商会近期工作的基
本规划，以保证工作有序推进。

具体有：法律专委会，现在
是法制时代，在商业经营和日常
生活中，随时会遇到法律问题，
法律专委会将为在京青州老乡
提供法律上的援助和支持，减少
和规避商务活动上的法律风险；
文体专委会，组织青州老乡开展
各种文体活动，商会成立不久，
即组织了一场羽毛球比赛，强化
了老乡间的沟通和互动，最近又
组织大家到一位在京画油画的
青州老乡那里参观，这位老乡的
画非常好，专委会想筹划着帮助
他搞一场画展，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的人，看到他的画，提高其在
中国美术界的影响力，另外，将
来还要搞音乐会等等；卫生专委
会，则正在积极组织邀请北京的
医学专家来青州，给青州医疗机
构提供一些专业上的服务指导，
为医护人员免费授课，提高青州
的医疗水平……

这些事情，对个人来说毫无
经济回报，杨云春却愿意于百忙
之中，积极带头参与，他只有一
个想法：为家乡做点事。

回家乡投资

2016 年 11 月 16 日，耐威公
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在山东省
青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设立
公司，拟投资 15 亿元建设“航电
及无人机研制项目”，根据公司
现有战略发展布局，为航空电子
及无人系统业务创造便利条件，
尤其是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及
试验条件。青州市人民政府提供

现成的项目实施用地、项目部分
建筑及相关政策支持，并负责清
理青州大马山机场，作为无人机
试飞基地供公司使用。该项目计
划建设周期为 3 年。2016 年底前
做好投产前的准备工作，并确保
3 年内完成航电及无人机产业园
的全部项目建设工程。入驻企业
全部投产达效后，年可实现产值
5 亿元，利税 0 . 5 亿元，实现 300
余人就业。

耐威公司即是杨云春博士
回国后创立的公司，2015 年 5 月
成功上市。杨云春博士多年从事
微机电惯性技术、卫星导航技
术、捷连导航技术、姿态确定技
术和系统融合技术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耐威公司则长期从事惯
性导航系统、卫星导航产品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已经形成了“惯
性导航+卫星导航+组合导航”全
覆盖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耐威
公司自主研发并掌握了惯性导
航和卫星导航产品的软、硬件设
计核心技术，目前拥有获得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 32 项，软件产品
证书 7 项。公司是我国导航定位
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
认证企业，近年来，公司承担了
一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两
项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参与了
两项国家 863 计划高技术科研
项目、一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一项国家实验室建设配套
项目及一项原铁道部科研项目。

此次和青州市合作建设“航
电及无人机研制项目”，是回家乡
投资，杨云春带着技术、项目、真
金白银和无限热情，注入到家乡
青州这片热土上。据了解，目前整
个项目正按计划顺利进行。杨云
春在接受《大众日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无人机产品
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石油巡线、
航空测绘摄影、气象预测、考古应
用和警用巡逻等领域。投产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 30 亿元，远期可
达到年产值 50 亿元。”

另外，航电及无人系统业务
的特殊性，经营活动需要足够大
的场地空间，耐威公司又与青州
市人民政府达成合作，投资青州
大马山通用航空机场项目。该项
目位于弥河镇镇区南部、云门山
省级旅游度假区核心区，目前已
完成青州新丝路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注册手续，注册资本 1 亿
元。项目已在省、潍坊市获得立
项，成功列入《全省通用机场规
划布局(2017-2030)》。项目计划投

资 5 亿元，主要建设跑道、飞行
区、航站区等，按 A 类通用机场
标准将大马山备用机场改扩建
为军民融合通用机场。项目于今
年 8 月已完成规划区内地面附
属物的拆迁工作。

届时，作为一座县级城市，
青州将有生产无人机的工厂，并
有一个通用机场。这种情况，不
要说在山东，放眼全国也少有。

愿家乡更美

作为一名远在他乡的游子，
杨云春无论身在何处，家乡青州
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有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先人在这
片土地上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业
绩。杨云春说，每想到家乡青州，
他就倍感骄傲。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这个青州游子的赤子之情。

当跟杨云春谈到对家乡青
州的那份感情时，杨云春则激动
地说：“我是青州人，生在这片土
地上，吃着这里的饭，喝着这里
的水长大，现在远在外地工作，
对家乡更有着特殊的感情！”我
理解杨云春的心情：只有离开家
乡，才能更清楚看家乡；只有离
开故土，才更懂得爱故乡。在他
说这话时，相信他的眼里一定出
现过村中的老井，村头的古槐，
村外通往外边世界的泥泞小
路……那是他人生之树的根部。

杨云春说：“希望家乡越来
越好是所有游子的共同心声。”
这句话使我们更能理解他希望
青州越来越好的情感。另外，他
希望青州越来越美好不只是一
份情感，一份意愿，更是伴着实
实在在的行动。现在，生活在青
州这片热土上的干部群众，都在
积极干事创业，以加快实现重振
青州雄风的梦想。作为青州在京
商会的会长，杨云春也积极投身
于建设美丽青州的事业中来。

“青州在京商会是在京人士
的一个平台，也承担着家乡青州
和北京间桥梁纽带作用。商会要
积极发挥商会作用，为家乡的发
展尽一份心，献一份力！”采访
中，杨云春如是说。

目前，杨云春和其它成员正
在积极奔走，协助青州市做一些
招商引资工作。大家都知道，北
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目前承载的人口压力已经太
大，为解决人口压力，北京正规
划将一些产业转移出去。商会抓
住这个历史机遇，组织大家主动
对接需要转移的产业和企业，想
办法将这些产业和企业引到青
州，并在青州大地上扎根开花，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愿家乡更美，是杨云春最简
单的想法；为这个想法，他愿意
奉献更多的精力，做更多的让家
乡变得更加美好的事情。

翰墨青州·2017中国书画年会

19项展览大聚焦
┬王庆和

近日从青州市获悉，翰墨青
州·2017中国书画年会于今年9月
29日至10月5日在中国中晨(青州)
国际文化艺术小镇举行，本次年
会以“艺术为人民”为主题，内容
涵盖7个主题展览、12个系列展

览共19项展览活动，旨在进一步
打造翰墨青州、书画之乡文化品
牌，建设“五强四宜”城市，树立
青州书画市场在国际国内的领
军地位，全面推进青州文学艺术
大发展大繁荣。

本次年会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学会、

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主办，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画廊协
会、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潍坊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州市人
民政府、中晨集团承办。这19项
展览活动分别是：

(1)墨韵千秋·黄胄中国画精
品展(约10幅，A厅一楼)；(2)大地
撷英·吴冠中江南山水精品展
(约10幅，A厅一楼 )；( 3 )盛世风
华·1 0名当代书画名家扇面展
(每人10幅，A厅一楼)；(4)翰墨青
州·2017全国中国画作品展(约
240幅，A厅二楼)；(5)苦行探道·

贾又福师生优秀作品展(约260
幅，A厅一楼)；(6 )丝路花雨·卢
禹舜丝绸之路展(约140幅，2区1
楼北中晨美术馆展厅)；(7)大美
民艺·2017中国(青州)民间艺术
大师精品展(3区1楼)；(8)第二届
大众书画交易会(约50家，美术
馆47号)；(9)舒建新——— 60周岁
家乡汇报展(约100幅，旷远斋美
术馆、鲁鸢美术馆)；(10)问道青
州——— 深圳书画春天系列展(约
2 1 0 幅，2 区 2 楼 ) ；( 1 1 ) 大美青
州——— 青州市美术家协会写生
作品展 (约60幅，美术馆48-1)；

(12)走向田野——— 青州农民画精
品展(约60幅，美术馆48-2)；(13)
第二届青州市书法家协会临帖
展(约60幅，美术馆48-3)；(14)百
名艺术家精品展(由画廊为代理
画家作品展出)；(15)紫砂大师精
品展(约1000件，2区3楼)；(16)水
墨清华无底价拍卖会作品预展
(约200件，2区1楼)；(17)大众书画
拍卖会作品预展(约500件，2区1
楼)；(18)画说江山·牛琦海新创
意写实油画展 (约6 0幅，2区西
侧)；(19)首届青州文房用品及根
艺展(约30家，美术馆44号)。

杨云春博士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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