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江丞华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项目篇 42
动力中国
天津速度

“天河一号”刷新天津速度
彭飞 杨子炀 侯金梅

“它计算一天，相当于一台家用

电脑计算 800年，他的存储量相当
于 4 个国家图书馆 (国图藏书量为
2700万册 )之和，它的内存足够为全
国每人储存一张 1寸照片。”国家超
级计算中心副主任罗军指着一排排

2 米多高的计算机机柜自豪地说。
在他身后，就是目前运算速度中国

第一、世界第五的“天河一号”超级

计算机。

2009 年 5 月，科技部正式批复
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国家超级计

算天津中心，选址泰达服务外包产

业园。据了解，这台计算机的名字

暗示着天津与“银河一号”计算机

诞生地之间的合作。

当今世界，高性能计算已成为

理论和试验之外的第三种科学研

究手段。因此，超级计算机的发展

水平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

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在超级计算机不断提高运算速度

的过程中，千万亿次是一个难以逾

越的“瓶颈”。

美国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
提出了做千万亿次巨型计算机的

目标，直到 2007 年才实现。截至

2009 年 6 月，世界上仅有 3 台千
万亿次的计算机。国际计算机界认

为，从百万亿次提升到千万亿次是

一个质的变化，不可能通过单纯扩

大规模来实现，而是需要体系结构

上的改变。因此，“天河一号”的诞

生，是我国战略高技术和大型基础

科技装备研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

大创新成果，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

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自主研制千

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天河一号”作为中国首台千万

亿次超级计算机，在滨海新区安装

部署，成为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的业务主机，并作为计算主节点加

入国家网格，面向国内外市场提供

超级计算服务。罗军说，当初天河

是科技部的一个 863 的项目，由国
防科技大学承担，他必须要与地方

政府结合。当时国防科大并没有想

到天津，滨海新区听到消息后，主

动与国防科大联系，才争取到将天

河落户到天津的机会。天津能有这

样强烈的需求 , 一方面源于自身工
业发达，本身有需求；另一方面也

说明天津的领导人看得准，很早就

意识到建设超算中心对当地产业

发展的好处。

事实证明，超算中心在天津建

成后对地方的招商引资，产业聚集

确实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目前中

新生态城和空港经济区都已经通

过专线的形式与超算中心连接。保

证区内企业无障碍享受高速度计

算的便捷。

“作为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

计算机系统，目前‘天河一号’平均

利用率已达到 60%—70%，是世界
上应用最广泛的超级计算机系统

之一。‘天河一号’投入运行以来，

构建形成了石油勘探、生物医药、

动漫与影视特效渲染、高端装备制

造和地理信息五大高性能计算应

用平台，先后为 300 多家重点用户
提供了超级计算服务，使中国在多

个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创新成果。”罗军如是说。

说起未来发展，罗军说，除了

高精度计算之外，未来滨海新区的

云计算中心还将是滨海新区的云

政务中心，新区已经决定将它今后

的电子政务都放到天河来做，因

此，天河也面临转型，从单纯强调

科学计算转向更强调事物处理，更

好地为企业服务。此外，今年 4 月，
“基于天河一号的中欧超级计算战

略合作项目 (SCC-Computing)”在天
津正式启动，标志着“天河一号”超

级计算机系统推广应用向国际化迈

出重要步伐。

所有的路灯不耗电照明；所有

的建筑达到绿色标准；所有的垃圾

实现无害化处理；所有的景观绿化

不用自来水灌溉……这都是天津中

新生态城的生态理念，在这个目前

只有 8 平方公里，全部建成后将达
到 30 平方公里的试验区里，这些对
自然环境零掠夺的生活方式，已经

变成现实。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新加

坡两国政府间的战略性合作项目。

是中新两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积极探讨和典型示范。

生态城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中

新生态城的原始地貌是 1/3 盐碱荒
地、1/3 废弃盐田、1/3 有污染的水
面，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这样一个

基本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还要

建设最宜居的城区，听起来好像有

点天方夜谭。但对当初的建设者来

说，这还不是最难的，当初最令他们

头疼的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生

态城到底应该建成什么样？而当他

们拿着这个问题去请教国内外的专

家的时候，学者们的说法也是众说

纷纭。于是生态城的建设者们从建

章立制开始，提出了世界上第一套

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包括 22 条控
制性指标和 4 条引导性指标，其中
一些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

水平。

目前，生态城对于生态的治理

已经实现重大突破。污水库综合治

理取得突破性成果，污染底泥无害

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已申请成

为国家专利。10 万吨日处理能力的
污水厂建成并投入使用。盐碱地治

理取得新的进展，动漫公园、慧风

溪、蓟运河故道示范段、永定洲等公

园基本完成，绿化面积达到 300 万
平方米。

节能减排特色更加鲜明。服务

中心停车场、污水厂氧化沟、北部高

压走廊、中央大道绿化带等区域的

光伏发电和蓟运河口微风发电项目

陆续建成，每年可发电 1970 万千瓦
时。国家动漫园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达到了生态城 2020 年的远期目标，
成为园区建设和节能减排的样板。

为了让生态城的建设最大限度

地实现循环再利用。生态城利用了

大量的可再生能源。比如这里所有

的 2400 盏路灯全部使用太阳能作
为电源，遇到连续阴天时路灯还能

改用风能驱动照明。居住区的车库

都是半地下的，即省去了通风，白天

的时候还节省照明。这里 50%的水
源都是中水回用、雨水收集、海水淡

化等非传统水资源。根据规划，未来

这里还将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清洁

能源公交和慢行体系相结合的绿色

交通系统，公交站点周边 500 米半
径内，超市、银行、医院等生活必需

的服务项目达到全覆盖，有了这样

的前提，居民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90%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由于有了国家电网的支持，我

国第一个进入实质性建设的智能电

网也在这个起步区范围内试点。目

前已经建成的有智能变电站、智能

小区和智能电动汽车充电站。已经

迁居生态城的茹先生告诉记者，住

在生态城让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节奏

真的可以慢下来。比如，早晨，他不

用急着起床，借助厨房里的智能插

座，躺在床上就可以启动豆浆机制

作早餐；吃完饭，他走着去单位也就

是 15 分钟，顺路还能送孩子去幼儿
园。吃完晚饭，他可以领孩子在社区

里玩耍，而不用担心会有车突然开

来，因为生态城的社区实行的都是

彻底的人车分流，即使想走远一点

也没有关系，生态城通过绿化带把

行人和机动车完全分开，使行人和

机动车互不干扰。茹先生指着路边

的绿化带说，这些绿化带可不都是

摆设，城区所有管线全部布置在它

下面，即使未来需要维修，也不会影

响到交通。雨水的收集口也都设在

马路的侧面，路面上没有一个井盖。

因此生态城的马路绝对平整，不会

有汽车通过井盖时咣咣的声响。

中新生态城不仅是一个居住

区，还是一个产业园区。目前已经规

划建设的产业园区包括：国家动漫

园、国家影视园、生态科技园、生态

产业园和生态信息园。其中国家动

漫园是目前运作最成功的一个，全

国 6 个上市的影视公司，有 3 个在
这里落户。大家之所以趋之若鹜，是

因为这里与滨海新区云计算中心设

有网络专线，将动画的设计过程从

一张一张“画”，变成了用演员去

“演”，然后再由计算机进行渲染。不

仅效率大幅提高，而且保证再复杂

的动作设计都完美逼真。截至目前，

中新生态城已经聚集了 800 多家不
占资源、少耗能源、没有污染的高

端、高质、高新项目，注册投资总额

达到 600 亿元，初步形成了以文化
创意、科技研发、节能环保、现代服

务等为显著特色的产业聚集态势，

成为国家绿色发展的示范区。

有工作还要有生活，生态城将

选择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称为“产业

居民”。并通过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真正实现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

善养、住有宜居。据悉，目前惠及中

低收入群体的公屋已经竣工，内部

设计仿照新加坡模式，家电家具一

应俱全，只要是产业园区的工作人

员，符合一定条件的都可以申请租

住。多个涉及民生的学校、医院、社

区中心、商业设施也正在加快建设。

与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合作共

建的滨海校区已经开学。首批招生

超过百人。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校，

不仅像天津其他学校一样有音乐教

室、计算机房，还有专门的美术教

室、史地教室、生物教室、陶艺吧等

等，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目前，生态城的建筑全部达到绿

色建筑标准。一个全新的生态城市

和生态城市的理念正在融入当地人

的生活。早晚有一天，“中新”式的建

筑和理念也会走进我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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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生态城折射天津幸福

生态城航拍

它计算一天，相当于一台家用电脑

计算 800年，他的存储量相当于 4个国
家图书馆（国图藏书量为 2700万册）之
和，它的内存足够为全国每人储存一张

1寸照片。
———这就是“天河一号”

“

所有的路灯

不耗电照明；所

有的建筑达到绿
色标准；所有的

垃圾实现无害化

处理；所有的景

观绿化不用自来
水灌溉……这都

是天津中新生态

城的生态理念

“

从 2009 年的“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到 2010
年的“解难题、促转变、上水平”，到 2011 年的“调结
构、增活力、上水平”，再到今年的“调结构、惠民生、

上水平”。天津通过连续四年的四个“上水平”活动，主

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更多惠及民生，发挥

了排头兵作用，实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

天津精神也成为最强的发展动力。

在滨海新区、在中心城区、在郊区县，无不涌动着

拼搏进取的天津精神。滨海新区龙头带动，三个层面协

调发展。滨海新区持续发挥着对全市经济增长的支撑作

用；中心城区加快服务功能提升，一批特色街区和商贸

综合体建成运营，地铁 2、3、9 号线投入试运行；郊区
县“三区”联动继续加快推进，31 个示范工业园区累计
竣工项目 1150 项，示范小城镇新开工 653万平方米，新
竣工农民安置住宅 330万平方米。

滨海新区经济不断上水平。坚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高水平大项目好项目建

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形成“投产达标

一批、开工建设一批、储备报批一批”的项目格局。源

源不断的高水平大项目好项目建设，所积蓄的巨大能量

正在不断释放，为天津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

企业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切实强化政府引导作用，不断

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激发创新主体的动力。今

年以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新区各单位全力推进

“十大战役”、“十大改革”，扎实开展“调惠上”活动，

努力遏制经济下行趋势，前三季度完成生产总值 5060.65
亿元，增长 20.1%，新区经济总体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区县经济不断上水平。大项目建设对区县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几年来，坚持组织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

位，坚持不懈地抓高水平大项目好项目建设，有力地促

进了区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前三季度已竣工投产的区县

重大工业项目实现产值 1000亿元，对区县工业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了 61%，拉动区县工业增长 13 个百分点，
吸纳就业近 10万人。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市
区县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达九成，880 个项目完成投资 910
亿元。

示范小城镇建设不断上水平。经过 7 年的努力，经
市政府批准的四批 49 个试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开工
3854 万平方米，竣工 2131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1266 亿
元，基本建成了 20 个生态宜居的示范小城镇，使 43 万
农民便捷、舒适地享受到了城市化发展的成果，实现了

安居、乐业、有保障。天津还推出“三区”联动建设发

展战略。以示范小城镇建设为龙头的示范工业园区、农

业产业园区和农民居住社区“三区”联动建设，极大地

调动了区县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效地壮大了区县经济

综合实力。

港口建设不断上水平。港口是一座沿海城市经济的

晴雨表。2001 年天津港吞吐量突破 1 亿吨，并用 9 年时
间在 2010年成功跨上了 4 亿吨台阶，创造了在世界港口
发展史上罕见的“天津港速度”。到 2011 年底，天津港
货物吞吐量突破 4.53 亿吨，跻身世界一流大港行列。一
路发展，天津港已经成为天津建设国际港口城市的最大

比较优势和核心战略资源，成为服务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强劲引擎、先行先试的重要创新载体。

国计民生不断上水平。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

连续实施六个 20 项民心工程，共 842 个子项，涉及住
房、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群众生

活的方方面面，不断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真正得到

实惠，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今年，在旧楼区改造、保

障房建设、大力推进地铁等公共交通建设、继续实施

《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行动计划》 等方面广受百姓赞誉。

四年的上水平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展示了天津

速度、天津精神、天津效益，成为深入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一大亮点。

天津精神的强动力

中央大道光伏现状

（上接第四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