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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遗失声明
海南梁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2002003338，税务登记证正
本 、 副 本 ， 证 号
460200767475239，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副本，代码76747523-
9，声明作废。
▲三亚海棠湾曹根熟食摊位不慎
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4602000048386，声明作废。

公 告
林志诚你担任海口国景环境艺术
有限公司出纳期间挪用公款伍万
柒仟元人民币，多年未还。现公司
限你壹个月内归还，否则追究刑事
责任。海口国景环境艺术有限公
司 2018年8月19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注销公告
海南梁大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朗创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2一2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4C 丫 M3G，声
明作废。
▲符史干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坡博
坡巷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集中购买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协
议原件一份，现场编号:F55，档案
编号：5-55。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陈彬于2018年8月3日遗
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
460031198906240016），特此登
报声明。
▲海南梨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62320，发 票 号 码 ：
08866820，声明作废。
▲黄彤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号：
200846007332，特此声明。
▲东方市四更镇四必村诚发养虾
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07552798524H，声 明 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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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个人房产出售
星河小区A3整栋（902m2~净价
850 万）、名门广场 B 座 2903 房
（195m2~净价430万）：证件齐全、
产权清晰！有意者洽谈，中介勿
扰！电话：13976186559。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广告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
各单位历史遗留土地产权确权问题的通知》（琼府办函[2017]402
号）要求，为做好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儋州供电局确权登记发证

工作，我局对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儋州供电局使用的原国有建设
用地土地权属进行地籍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土地登记办法》规定，现将拟登记宗地地籍调查结果通告如下：

土地权利人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儋州供电局

土地名称

220kV龙北变电站

土地位置

东方市新龙镇
龙北村

土地面积（m2）

32389.59

土地性质

国有

使用权类型

划拨

土地用途

公共设施
用地

四至
北至新龙镇龙北村集体用地；
东至新龙镇龙北村集体用地；
南至新龙镇龙北村集体用地；
西至水泥路。

关于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儋州供电局地籍调查结果通告

以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如
对通告事项有异议的，请在本通告发布之次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相
关有效证件向本局提出书面复核，并提交证明材料；逾期未提出异议
或异议不成立，我局将根据本地籍调查结果，依法将上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至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儋州供电局。

特此通告。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
电话：25580106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16日

以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如
对通告事项有异议的，请在本通告发布之次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相
关有效证件向本局提出书面复核，并提交证明材料；逾期未提出异议
或异议不成立，我局将根据本地籍调查结果，依法将上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至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

特此通告。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
电话：25580106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16日

土地权利人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供电局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供电局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供电局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供电局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供电局

土地名称

10kV八所开闭所

35kV江边变电站

35kV四更变电站

35KV陀烈变电站

感城供电所

土地位置

八所镇八所村

江边乡省道 S314 公路
105公里处马眉村西侧

四更镇省道 S218 公路
上荣村南侧

东方市广坝农场六队

感城镇入学村G225国
道旁

土地
面积
（m2）

4494.17

3115.43

1798.59

2625

771.1

土地
性质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使用权
类型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土地
用途

公共设
施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四至

北至政府南路用地；东至符回发；南至八所
村居民用地；西至利民路。
北至省道314；东至江边乡营村集体土地；南至江
边乡营村集体土地；西至江边乡营村集体土地。
北至四更镇上荣村集体土地；东至四更镇上
荣村集体土地；南至四更镇上荣村集体土
地；西至四更镇上荣村集体土地。
北至海南农垦广坝农场土地；东至海南农垦广坝农
场土地；南至水泥路；西至海南农垦广坝农场土地。
北至宝上村集体用地；东至G225国道；南至
宝上村集体用地；西至变电站。

关于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地籍调查结果通告(共5宗)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

各单位历史遗留土地产权确权问题的通知》（琼府办函[2017]402
号）要求，为做好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确权登记发证

工作，我局对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使用的原国有建设
用地土地权属进行地籍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土地登记办法》规定，现将拟登记宗地地籍调查结果通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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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南宁8月19日电（记者曹祎铭、吴
小康）韦拔群，1894年生，广西东兰人。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韦拔群参与领
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
员、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第3纵队司令员。

红7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韦拔群带领百
余人留在右江地区。他发动群众，组织扩建部队，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他一家20
人，有10多人包括他的儿子韦述宗惨遭敌人杀
害。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坚定地
说：“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
牺牲自己的一切。”1932年10月19日凌晨，韦拔
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茶洞，时年38岁。

韦拔群：不怕难，不怕死，
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

韦
拔
群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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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照
片
）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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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天河三号”E型机测试实现多项突破
为应用生态构建
打牢基础

刘光明表示，测试结果充分反
映出，“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系统
具有突出的易用性、适用性，“这为
下一步支撑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以及构建全方位应用生态体
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一代超算“天河一号”的最大优
势在于，它是世界上获得最广泛应用
的超算。这一优势有望在“天河三号”
上延续。在原型机测试中，服务智能产
业创新的“天河智能创新一体化平台”也
完成了系统适配，从而打通了“天河三
号”E级原型机、“天河一号”等不同体系
结构下的计算、存储资源协同调度管理。

该一体化平台通过开展大规模机
器学习算法实现、交互式深度学习应用
等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将会有效降低非
专业领域用户、科研用户的使用难度，
让“高大上”的超算主动融入“江湖”。

“点点鼠标，就能调用‘天河三号’E级原
型机的计算能力并不遥远。”孟祥飞说。

刘光明指出，“天河三号”E级原型
机系统是我国“E级（百亿亿次）计算机
研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第一阶段成
果，全面关键技术突破和短时间实现广
泛应用部署，充分说明我国“银河”“天
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经过近40年的不
断创新、不断积累、不断发展，已经形
成了研制国际领先的均衡超级计算机
系统、带动核心技术产业化、支撑科研
和产业领域全面创新的综合能力。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 记者
毛振华）

真金不怕火炼，测试结果让科
研团队颇为兴奋。从软件兼容性到
运行能力的全方位测试下，原型机
取得了一批突破性成果。

利用原型机，在航空航天飞行
器领域，开展了100亿级网格规模
全尺寸气动仿真，为下一步我国新
一代航天装备研发和宽体大飞机设
计等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数值气象
领域，运行1公里级的高分辨率预
报，将为台风等突发性天气预警和
防灾减灾提供更长效参考；在新材
料领域，实现跨整个微观尺度的10
的4次方量级复杂原子体系动力学

计算等诸多大规模计算处理领域
的突破，运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使得
新材料研发具备更多可能，为工业
领域产业升级和先进制造创新增
添新的动能。

在应用软件测试中，有20余款
应用软件扩展到“天河三号”E级原
型机全系统近20万个计算核心。尽
管只是小试牛刀，但证明了具备扩展
到未来完全国产E级系统的能力。

硬件设备的性能在测试下也得
到验证。刘光明说，“天河三号”E级
原型机系统采用的低功耗“迈创”众
核处理器、优化后的互联通信技术

以及体系结构设计，从局部节点结
算能力到整机系统的并行扩展能
力，都表现出突出的性能优势。

石油勘探是超算应用的主要领
域之一，称得上“找油”利器。在原
型机上的石油勘探地震正演模拟
测试表明，其计算节点中一个核组
的性能就达到“天河一号”单节点
的 1.24 倍，而原型机每个节点有
12个这样的核组组成，“找油”更
快更准。孟祥飞分析，这说明“天
河三号”E级原型机相比“天河一
号”具有更好的高速互联网络，通
信性能优势明显。

计算能力
跨上新台阶

E级超级计算机即百亿亿次超级
计算机，它的运算能力将在现有超算
基础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是各国高
端信息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制高点。

在国防科技大学和国家超算天津
中心等团队合作下，“天河三号”E级
原型机历经两年多的持续研发和关键
技术攻关，于今年7月研制成功并完
成课题验收。

据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主任刘光明
介绍，研发团队设计了“迈创”众核处
理器、高速互连控制器、互连接口控制
器3大芯片，4类计算、存储、服务结
点，10余种印制电路板，实现了一系
列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部
长孟祥飞介绍，测试涉及国家12个重
大创新专项领域、数十个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专挑硬骨头，勇攀科研高峰。

不到一个月，力学所、物理所、大
气所、计算所等中科院旗下院所，以及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北京
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工程研究所、清
华大学、西安交大等30余家合作单位
轮番上阵，利用原型机开展一系列大
规模并行应用测试，涉及大飞机、航天
器、新型发动机、新型反应堆、电磁仿
真等领域50余款自主研发高性能软件
和大型开源软件。

测试下的原型机实力不俗，仅6
个机柜就达到了与我国首台千万亿
次超算“天河一号”120个机柜相当
的计算能力。

记者日前从位于天津开发区的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获悉，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三号”的E级
原型机系统，日前经过密集性能测试，实现多项试验突破，进一步证明其易用性，将为我国科研及产业创新提供新的动力。

新华社成都8月19日电（记者
吴晓颖）站立行走，对普通人来说是
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对脊髓损伤
的截瘫者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梦
想。5年前，四川自贡小伙儿林寒工
作时意外从四楼摔下，背部脊髓损
伤，双下肢丧失行动能力。近日，他
穿戴上外骨骼机器人，不仅能如正
常人一样站起行走，还能自如地完
成上下台阶等动作。

为林寒四肢运动提供能量的
这款红白相间的“钢铁侠”，是电
子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程洪团队研发的第四代外骨
骼机器人。

“我国是继美国、以色列、日本
之后，第四个成功研发外骨骼机器
人的国家。”程洪介绍说，外骨骼机
器人的研发不是某一学科的“单兵

作战”，而是机械结构、医学、人因工
程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领域的
高度交叉融合。

电子科技大学的外骨骼机器
人研发始于 2011年。当时，程洪
刚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见到的
上百位因汶川地震致残的截瘫患
者，下定决心帮助截瘫患者重新

“站起来”。
8年来，程洪团队从零开始，仅

用5年时间就实现了外骨骼机器人
在病人身上的穿戴测试，研发周期
是国外的1/3。如今，已有包括林
寒在内的 100多位截瘫患者通过
穿戴该团队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
实现站立行走。

记者日前在电子科技大学机器
人研究中心看到，第四代外骨骼机
器人采用航空铝材料，高约1米、重

约23公斤，从上至下有6个关节、7
个传感器。使用者穿戴时，通过胸
部、腹部、腿部的绑带将其穿在身
上，并将一双拐杖套在双臂上。

当行动时，腰部传感器通过
测试使用者的上肢倾斜度、倾斜
加速度感知人体运动意图，把信
息传递给计算机，然后通过控制
模块向机器人传达指令，实现电
驱关节、智能鞋、腰部支撑及绑缚
附件的运转，辅助使用者行动。
在向前迈步时，使用者的腿、脚被
电驱关节、智能鞋缓缓抬起，拐杖
及时配合完成行走动作。

“第四代外骨骼机器人技术已
跻身世界前列。”研发团队成员侯
磊说，相对于前几代外骨骼机器
人，第四代可以通过智能鞋及其他
传感器，自动识别并规划步态，完

成楼梯的上下，行走更快、更流
畅。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让
外骨骼自动识别穿戴者意图，人机
交互更连贯、自然。

“但第四代外骨骼机器人的使
用对象也有限制。”侯磊解释道：使
用者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行走时，下
半身会有种在空中跳起的悬空失重
感，需要借助拐杖来保持身体平
衡。因需要手臂力量支撑配合，第
四代帮助的是损伤部位在胸椎T6
区及以下的瘫痪者。

程洪向记者透露，他们正在研
发的第五代外骨骼机器人，将实现
用大脑意识控制外骨骼机器人执行
指令，这意味着损伤部位在胸椎T6
区以上的残疾人也有望借助机器

“钢铁侠”重新实现直立行走，这将
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8月18日，在德国梅泽贝格，德国总理默克
尔（右）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记者会。

德国总理默克尔18日在柏林以北小镇梅泽
贝格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双方就
乌克兰局势、叙利亚冲突以及“北溪-2”天然气管
道项目等棘手问题进行讨论。 新华社/法新

默克尔和普京就多个棘手问题举行会谈

8月1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在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年度大会上发
表演讲。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8日表示，土耳其不会
向经济威胁屈服。 新华社/美联

土耳其总统表示不会向经济威胁屈服

“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 新华社发

电子科技大学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
可帮助截瘫患者行走。 新华社发

中国自主研发外骨骼机器人
胸椎T6区以上部位损伤的残疾人穿上可自如行走

多领域获试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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