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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 20日公
布，使用中国自主芯片制造的“神威·太湖之光”取
代“天河二号”登上榜首，中国超算上榜总数量也是
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美国名列第一。

据国际TOP500组织当天发布的榜单，“神威·太
湖之光”的浮点运算速度为每秒9.3亿亿次，不仅速度
比第二名“天河二号”快出近两倍，其效率也提高3
倍。更重要的是，与“天河二号”使用英特尔芯片不一
样，“神威·太湖之光”使用的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
片。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中国在国际TOP500
组织第47期榜单上保持第一名的位置，凭借的是一个
完全基于中国设计、制造处理器而打造的新系统。”

“神威·太湖之光”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研制，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此前，
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已在TOP500榜单上连续六度称雄。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神威·太湖之光”取代“天河二号”登上榜首

中国芯在全球超算之巅闪耀
中国超算上榜总数量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美国名列第一

“神威·太湖之光”系统三项全机应用入围国际最高奖

中科院软件所与清华大学、北师大合作的“全球大气非静力云分辨模拟”

国家海洋局海洋一所与清华大学合作的“高分辨率海浪数值模拟”

中科院网络中心的“钛合金微结构演化相场模拟”

三
项
应
用

一名研发工程师展示“神威·太湖之光”
所使用的“申威26010”众核处理器。该处理
器采用64位自主申威指令系统，峰值性能
3.168万亿次每秒，核心工作频率1.5GHz。
“神威·太湖之光”里安装有40960个这样的
处理器。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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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榜的超级计算机数量 有史以来首次超
过美国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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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神威·太
湖之光”系统的三项全机应用入围
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
——戈登贝尔奖。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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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告诉你超级计算机有啥用

算天、算地、算人……

全球超算，唯快不破。
但追逐超算的意义不仅仅是
赢得速度之争，更重要的是
要以超算“致用”，获得更多
的科学发现。

超算领域世界顶级的“戈
登贝尔奖”设立30年以来，中
国团队从未入围。此次，基于
“神威·太湖之光”系统研发的
三个课题入围该奖项，占入围
总数一半。

超级计算机是科学家用
来解决人类重要问题的工
具。有效使用超级计算机，
可在更短时间内完成重大研
究。算天、算地、算人……
嗯，你没有看错，科学家说，
超级计算机还能算命。

开机一分钟
地球人算32年

——揭秘超级计算机新霸主
“神威·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新霸主“神威·太湖之光”运
算速度到底有多快？全国产化意味着什么
概念？中国超算是否已经迈上世界之巅？
记者走进负责该系统运营和维护的国家超
级计算无锡中心为你揭秘。

系统的峰值性能125.436PFlops，世界
第一；

持续性能93.015PFlops，世界第一；
性能功耗比6051MFlops／W，还是世

界第一。
国际超算大会上传来的消息光看数据

让人不明就里。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1分钟的计算能

力，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
计算32年；如果用2016年生产的主流笔记
本电脑或个人台式机作参照，‘太湖之光’相
当于200多万台普通电脑。”国家超级计算
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介绍。

走进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1000平方
米的房间内，记者看到了“神威·太湖之光”
的“真身”：

由40个运算机柜和8个网络机柜组成。
每个运算机柜比家用的双门冰箱略大，打开
柜门，4块由32块运算插件组成的超节点分
布其中。每个插件由4个运算节点板组成，
一个运算节点板又含2块“申威26010”高性
能处理器。一台机柜就有1024块处理器，整
台“神威·太湖之光”共有40960块处理器。

“每一块处理器相当于20多台常用笔记
本电脑的计算能力，4万多块再组装到一起，
速度之快可想而知。”杨广文说。

全球超算，唯快不破。致力超算研究的
意义不仅仅是“速度战”，更重要的是赢得

“应用战”。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付昊桓

介绍，依托“神威·太湖之光”，以清华大学为
主体的科研团队首次实现了百万核规模的
全球10公里高分辨率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这
一成果将全面提高我国应对极端气候和自
然灾害的减灾防灾能力；国家计算流体力学
实验室对“天宫一号”返回路径的数值模拟
结果令人振奋，将为“天宫一号”顺利回家提
供精确预测；上海药物所开展的药物筛选和
疾病机理研究，短短2周就完成常规需要10
个月的计算，大大加速了白血病、癌症、禽流
感等方向的药物设计进度……

（据新华社南京6月20日电）

算天
风中哪朵雨做的云？

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准度一直在提
升，这背后其实都是超级计算机的功劳。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
系统科学研究院王兰宁教授，是中科
院软件所与清华大学、北师大合作的

“全球大气非静力云分辨模拟”团队
成员之一。他从上世纪90年代从事
气象预报员，到后来转型成为大气分
析专家，预报天气的准头不断提升。

“下不下雨关键看云层运动，在没
有超算之前，观测云层的精度是按照经
纬度。有了超算之后，就可对云层运动
进行精确模拟与观测。”王兰宁说。

为了提高观测进度，他十几年来
追逐着超算发展的脚步。2011年，他
在天津的“天河一号”上实现了观测精
度10万公里的目标；随后，他又在“神
威蓝光”实现了1万公里精度；今年，
他在“神威·太湖之光”上实现了9公

里精度。如今，他又在向着3公里精
度努力。“如果能够盯着每一朵云，天
气预报就将万无一失。”王兰宁说，当
然，这还需要更强的超算能力支撑。

算地
既能找飞机，也能抓偷排

寻找MH370，是世界科技角力
的战场。大量的卫星雷达集中对准南
印度洋，当这些高科技眼睛采集到信
息后，一个必经的环节是数据处理，担
当这一环节的角色即是超级计算机。

“只要有足够精确的相关数据，超算就
能找到失事飞机。”清华大学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黄小猛说。

除了找飞机，还有更多接地气的
事情倚仗超级计算机来解决。

建一栋楼对周边的环境到底有
什么影响？如何建设风道便于污染
物扩散？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正在国家超算无锡中心进行的一
项课题，就是深圳市污染物扩散的模

拟。通过超算模拟，可以根据目前污
染物的情况，计算出未来一段时间的
大气污染物浓度和分布，进行空气质
量预报。从预报结果还可以计算出哪
些污染源“贡献”最大，了解污染的来
龙去脉，为污染防控提供决策指导。

“现在已经可以实现倒推排查究竟
是哪个排放点导致了某次大气污染，未
来将能够实现每个小区、每个居民点空
气质量的准确预报。”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荣亮说。

算人
医疗应用前景广阔

模拟血流、模拟心脏、模拟人体任
何一个部分，有了超级计算机，这些都
不再是梦想。近期，美国科学家利用世
界前十的超级计算机，选取一名真人扫
描其血管系统，通过3D建模技术建立
动脉系统模型，成功地再现了整个人体
的动脉系统。任何直径或宽度在1毫
米以上的动脉血管都会出现在模型中，

而且模型的分辨率达到了9微米。
只要运算核够多、速度够快，医疗

工作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将大大提
升，而科学的治疗手段更容易让患者
接受。陈荣亮近日也在利用“神威·太
湖之光”对人体血流进行模拟与分析，
例如可以及时有效地判定一个病人是
否会发生脑梗塞的风险。“过去，对一
个可能发生脑梗塞病人，医院难以判
断是否要进行支架手术，一般都会通
过从大腿动脉处放进测压导丝进行测
量，这种方式既危险又痛苦。如今，经
过模拟计算，只要血流储备分数如果
小于0.8，就要做手术。”陈荣亮说。

科学解决医患关系，从超级计算
机开始。

算命
算你和他人有什么不同

你对自己了解多少？好奇自己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翻到星座运程
时，半信半疑，但还是会瞄瞄和自己

相关的那一页？人类最好奇的永远
是自己本身。

超级计算机，在我们认识自己方
面也能派上用场。

该功能的正式名称叫“个性特
征服务”。美国的IBM超级计算机

“沃森”近期宣布，通过对每个人
2300条最新社交网络推文的解读，
应用语言学分析方法归纳总结你的
社交特性，然后将你与其他几十万
甚至数百万用户进行比较，从而勾
勒出你与众不同的个性。

“沃森”的分析程序如果由“神威·
太湖之光”来做，是不是会更加准确？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毕竟我国
的超算已经达到了足够的分析能力。”
长期从事超算应用的中科院计算机网
络信息中心研究人员周纯葆说。只要
科学家们的“脑洞”够大够好玩，设计
礼服、设计创意食谱、设计任何你想得
到或者想不到的玩意，超级计算机都
有机会抢生意。

（新华社南京6月20日电）

招标代理机构选取结果公示
万宁市港北大桥代建招标代理机构的选取工作已于

2016年6月17日完成，现将选取结果公示如下：中选单位

为北京恒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公示期2016年6月21日

至6月23日，如有异议，请向万宁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电

话：0898-62229580。

万宁市交通运输局

2016年6月21日

海汽集团公开比选商业策划公司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海口汽车客

运总站、东方汽车客运总站和国际旅游岛中部汽车城客
运站等项目，年底前陆续投入使用，现向社会发布公告，
通过比选方式聘请商业策划公司对上述项目商业部分进
行策划定位、规划设计、招商推广等，以提高和扩大招商
效果。

一、报名要求
1.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元；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背景与信誉；
4.有商业策划成功案例和经验；
二、报名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核查原件，提交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
3.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核查原件，提交

复印件）；
三、报名时间
请有意向的单位于 2016 年 6月 27日 17:00 前报

名。经我司初审通过的单位，通知领取比选文件，参加比
选。

四、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
10楼战略投资部。

五、联系方式：符先生13307629552
0898-65342405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

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
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
产权申请人

秦平
崔修彬
苏培
宋桂芳

申请依据
519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619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211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302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土地坐落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申请土地面积
30.07平方米
30.07平方米
33.04平方米
47.88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项目名称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原土地使用者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6】178、221、286、288号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6月15日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
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
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6月15日

产权申请人
王绍业
王顺卿
王忠仁
李美顺

申请依据
312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316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310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204房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土地坐落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一横路1号

申请土地面积
33.04平方米
31.97平方米
33.04平方米
30.07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

项目名称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吉兴雅苑

原土地使用者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6】281、284、287、289号

楼厦花园一期位于临高县市政大道，第二标段拟开工建设8栋
16至18层住宅楼，面积约80000m2。诚招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土
建、造价咨询、监理单位洽谈投标事宜。

报名时间:2016年6月18日至30日。
报名资料:公司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施工许可

证等有关证件,公司画册，工程业绩表，特别是同类项目，投入本项目
的管理班子成员名单及职称情况，带原件核对后当时退回，以上内容
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核对后留在楼厦公司。

地址：海南省临高县市政大道楼厦花园项目部。
电话：13307686036 杜先生

海南楼厦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8日

工程招标公告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关于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行政法律法规规定，我局分别对车主王喜立号牌

琼B16992车于2015年10月13日、车主曲飞号牌琼B07786车于
2015年10月15日、车主杨清号牌琼B12702车于2015年10月28
日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法行为作出
了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现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琼运罚

[2015]第 460015082号、琼运罚[2015]第 460015085号、琼运罚
[2015]第460015095号）公告送达。上述当事人如果不服处罚决
定，可以依法向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受
送达人可到我局领取上述文书书面文本。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
新港海运路16号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直属单位联合办公楼3楼314
室；联系电话：0898-66218255。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2016年5月27日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10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7月11日16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公
开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厚禄小区仅剩余铺面：9号楼9-
11号；6号楼15-17号；1号楼28号、29号、32号、35-42号；2号楼43- 50
号共25间铺面，参考价：6150元/m2。二、展示时间和地点：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7月11日于标的物所在地。三、报名和注意事项（详情请到我公司
咨询）：整体或6-10间购买优先，无整体购买的，逐间进行拍卖。有意购买
者应于2016年7月11日下午15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时间为
准，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报名手续。交款账号：户名：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工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2201020919200027038）人民币
20万元/每套。四、拍卖地点：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五、咨询、
报名、拍卖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九层；联系电话：
0898-31650777 18907588848张经理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二、招标代理机

构：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美安中心公园
项目（监理标）；四、工程概况：位于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
B0411地块，为美安环路、美安一横路、美安四纵路环围的三角形区
块，建设内容包括广场铺地、道路、停车场、绿地、水景、雕塑、廊架及
其他、设备值班房、公厕、观景台等构筑物。计划工期：365日历天；
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监理；工程质量要求：合格。五、资格
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
程监理甲级（含）以上资质，总监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拟派总监最多允许有一个在监项目（详
见《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络版招标公告）。六、招标文件的获
取：请于2016年6月21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电子招
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7月12
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附楼三楼开标大厅。七、联系人：符工 0898-68568122-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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