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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聚焦
“神威·太湖之光”荣膺全球超算榜三连冠
北京时间 6 月 19 日 17 时，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 ISC2017 国际
高性能计算大会上，由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运营的“神威·太湖之
光” 超级计算机以每秒 12.5 亿亿次的峰值计算能力以及每秒 9.3
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再次斩获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榜单 TOP500
第一名，美国 20 年来首次无缘前三。
作为世界高性能计算领域规模最大的权威会议之一，本次
ISC2017 大会汇集了众多国际高性能领域顶尖的专家组织以及当前高
性能计算领域最尖端、最先进的的技术。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也派
出了阵容强大的科研团队，以展台、特邀报告、主题报告、海报交流
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基于 “神威·太湖之光”的创新技术与应用成
果进行了全面的展现，向与会的专家与学者展示了中国芯的力量。
在 2017 年 “戈登·贝尔” 奖提名应用中，基于“神威·太湖
之光”的应用成果又有 2 项入围，并将在 11 月举办的世界超算大会
（SC17）上再次冲击这一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最高殊荣。在“神
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发布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有 5 项
研究成果入围“戈登·贝尔”奖提名，几乎占据了总入围应用的半壁
江山。
未来，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将依托“神威·太湖之光”超级
计算机，重点围绕江苏省无锡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新定位，着力打
造成高性能计算产业创新平台，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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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研发中心，一流的产品创新中心。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大潮中，
扬帆奋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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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亮相 2017 北京科博会
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于 6 月 8 日上午隆重开幕。
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 融合创新”为主题，由科技部、国家知识
产权局、中国贸促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集中展现了人工智
能、大数据、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技术领域一批具有前
瞻性、先导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项目与若干具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
集群。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作为国家 863 计划重大科研成果，参加
了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此次科博会上，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携世界最快超算“神威·太
湖之光”的模型参展，重点展示了“神威·太湖之光”的系统组成以
及中心在生物医药、气象预报、航空航天、材料能源方面的应用成果。
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都为解决科技创新和民生科技工作中的热点、
焦点及难点问题提供技术支撑，立足江苏，覆盖长三角，辐射全国。
国家超算无锡中心在科博会上的精彩亮相，加强了与外界的沟通
交流，使更多人了解“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及其应用，同时
也预示在秉承着“科技引领 融合创新”的愿景下，中心能为推动科
技融合，促进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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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航电股份董事长卢广山赴中心交流座谈
2017 年 6 月 9 日，中航工业航电股份董事长卢广山率队赴超算
中心参观考察，并与中心主任杨广文进行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杨广文主任对中心业务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进行了详
细介绍，重点围绕国产芯片的生态环境建设和高性能计算应用这两个
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卢广山董事长对超算中心取得的应用成果表
示了肯定，并介绍了中航工业航电集团在航空技术民用化、军工技术
产业化方面的发展战略，卢广山认为计算机在航空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未来航空领域对超算的性能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超算与航空领域
的结合将会愈来愈密切。
会议最后，双方一致认为要树立开放合作的理念，未来有望利用
世界最快超算“神威·太湖之光”，提升航空发动机创新研发能力，
进而推动我国航空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和航空装备制造的发展。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与无锡太湖学院开展校企合作项目
2017 年 6 月 21 日，无锡太湖学院 2017 年校企合作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举行，阿里巴巴、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中兴通讯、正保集
团、美国罗克韦尔、无锡农商行等 32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
与无锡太湖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产学研合作。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佐书，市长汪泉，市
政府秘书长许立新出席签约仪式。
汪泉对项目签约表示祝贺。他表示此次太湖学院与 30 多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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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是高校、企业、科研机构
挖掘创新资源、推动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的具体体现。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推动双方高性能计
算人才培养，提升学生计算机应用实践能力，共同促进无锡市高性能
计算发展及高校信息化建设水平。本次校企合作项目的签订，将为双
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将强化中心与高校的深度对接，促进学科融合，
构建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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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副教授吴召华来中心做学术报告
2017 年 6 月 8 日，应中心邀请，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地球、
海洋和大气科学系吴召华副教授来我中心访问并面向中心研发人员
作学术报告。
此次报告题目为《The Evolution of Spectrum Analysis——From
Additive Perspective to Multiplicative Perspective (谱分析的
前世今生—从加的世界到乘的世界）》，吴召华副教授在报告中提出
了改进的数据分析方法：经验模式分解（EMD）和噪声数据分析方法
（NADA），详细介绍了此方法在机载电子设备、飞机构件，特别是气
候变化等领域的应用，为大家加深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和全面认识全球
气候的变化提供了依据，对促进国内外谱分析的研究进展交流起到了
重要作用。
吴召华副教授长期从事 ENSO 动力学、气候动力学和数据分析方
法的研究，特别是经验模分解（EMD）方法的发展及其在气候动力学
中的应用。文章发表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PNAS、Climate
Dynamics 等一系列高水平科学杂志。目前担任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的编辑以及 Climate Dynamics 的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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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工作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接待参观调研单位列表
时间

参观调研单位人员

2017 年 6 月 1 日

滨湖区经信局一行五人

2017 年 6 月 1 日

清华同方一行五人

2017 年 6 月 2 日

江苏省经信委一行三十人

2017 年 6 月 6 日

国税局一行四人

2017 年 6 月 8 日

美国教授一行十人

2017 年 6 月 8 日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党政代表团一行七十人

2017 年 6 月 8 日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一行三十人

2017 年 6 月 13 日

无锡市团委一行五十人

2017 年 6 月 13 日

北京千人计划联谊小组一行六人

2017 年 6 月 15 日

拉萨市政法干部培训班一行二十五人

2017 年 6 月 15 日

江苏亚太新能源集团一行八人

2017 年 6 月 16 日

江阴市统计局一行三十人

2017 年 6 月 19 日

江南大学团委一行二十人

2017 年 6 月 21 日

北京海关一行十五人

2017 年 6 月 22 日

一汽集团一行五人

2017 年 6 月 22 日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行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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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开展 2017 年消防应急演练
2017 年 6 月 14 日下午，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联合研创大厦物
业顺利开展消防应急演练，落实 2017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常态
化保持安全生产意识。
此次演练活动包含高楼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灭火演练两个环节，
中心全体员工都参加了演练。消防警铃响起，义务消防员、疏散引导
员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楼宇内的人员沿着安全出口的路线，有条不
紊地迅速撤离到了指定位置。随后的灭火演练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既定演练方案使用灭火器展开演习，紧密配合，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
用方法等消防技能。
此次演练旨在提高中心员工自护、自救和互救能力，有利于提高
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切实掌握应急避险以及逃生自救互救能力。

近期资源使用情况统计
2017 年 5 月份，“神威·太湖之光”的国产高速计算系统资源
利用率达到 73.13%；商用辅助计算系统资源利用率达到 33.76%。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表：

用户单位

占用机时（核组小时）

资源类型

国家气候中心

71407336

国产

江南大学

4248008.5

国产

远景能源

2662804.82

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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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2430583.75

国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先进计算机
系统结构实验室

1592690

国产

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

1540866.38

国产

清华大学物理系

1337773.38

国产

无锡飞谱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96950.81

国产

中心运营部

637467.54

国产

CWRF

383283.5

国产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363702.72

国产

应用组

360695.47

国产

系统测试

335327.59

国产

中心研发部

324513.69

国产

华南理工大学

261487

国产

无锡亿算科技

253142.72

国产

RIKEN-AICS

118384.55

国产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

56562.52

国产

清华大学

49152.59

国产

中船重工 702 所

42846.79

国产

北京大学

30668.36

国产

中科院软件所

7648.62

国产

江苏大学

2418.36

国产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836.13

国产

华东师范大学计算中心

632.6

国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德所

552.65

国产

清华大学地学中心

536.11

国产

用户单位

占用机时（核组小时）

资源类型

国家气候中心

1788834.63

商用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

1498392.75

商用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1020956.31

商用

CWRF

808974

商用

清华大学

494661.28

商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31711.41

商用

江南大学

195363.73

商用

中心研发部

183054.47

商用

北京并行科技

120706.03

商用

清华大学工物系

102599.59

商用

中船重工 702 所

98505.43

商用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

64050.56

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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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亿算科技

47095.79

商用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34542.94

商用

风度(常州)汽车研发院有限公司

31726.39

商用

江森自控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21509.97

商用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

18890.88

商用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8326.55

商用

同济大学

17855.99

商用

北京化工大学

9952.4

商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672.12

商用

远景能源

5314.61

商用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3877.2

商用

南京大学

3237.69

商用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2223.51

商用

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

1617.67

商用

无锡油泵油嘴实验所

1520.24

商用

四川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251.64

商用

应用组

1250.45

商用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453.32

商用

江苏省气候中心

325

商用

中心近期应用工作进展情况
近阶段，超算中心应用支持团队为推进“神威·太湖之光”计算
机系统更好地应用，各尽其职、紧密合作，在对外交流和产业化领域
取得了一些标志性的进展：
（一）正式开启与中国国家气象局气候中心合作开发的全国风力
资源预测业务系统的运转，共使用了大约 30000 个国产计算节点，分
别在国内范围的东南、东北、西南以及西北四个大区采用适合不同区
域的物理过程参数方案进行数据回算，目前已完成了两个区域的数据
计算工作，模式在相应的参数方案下运行稳定，生成了大量数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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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中心专家已初步确认了数据的正确性，并对数据进行备份和后处理。
（二）支持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进行 NS 方程的 Kida-Pelz 高
对称初值奇性数值研究。3D 不可压 NS 方程的有限时间奇性问题是七
大千禧问题之一，除了在偏微分方程的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的方
向以外，使用数值方法寻找可能的奇性解也是一个重要方向。此课题
的目标就是要对此构型的初值进行直接数值模拟研究。
（三）支持清华大学化学系团簇及表面反应动力学研究。在许多
与能源相关的化学过程中，化学反应是在具有催化功能的界面或者团
簇分子表面上发生的,因此团簇和表面催化过程的研究对于发展高效
的催化剂至关重要。要弄清团簇和催化表面的反应机理，在原子分子
层次上研究团簇以及表面相关的化学反应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基态以
及振动激发分子在表面的反应动力学机理的研究也是表面催化研究
的重要基础方向，这些研究方向的突破将为新能源的催化过程研究以
及高效催化剂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四）与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合作对固体氧化物电池及高
温电解 H2O/CO2 制备燃料开展研究。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具有燃料适
应性广、能量转换效率高、全固态、模块化组装、零污染等优点，可
以直接使用氢气、一氧化碳、天然气、液化气、煤气及生物质气等多
种碳氢燃料。在大型集中供电、中型分电和小型家用热电联供等民用
领域作为固定电站，以及作为船舶动力电源、交通车辆动力电源等移
动电源，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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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近期技术研发工作进展情况
为推进超算中心“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系统更好的应用，中
心研发团队各尽其职、加强紧密合作，近期技术研发工作取得了一些
标志性的进展：
（一）在深度学习领域，在基于神威的分布式深度学习系统研发
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借助国产高速通信网络，实现了支持图像识别
应用的卷积神经网络软件包。使用软件包进行图像分类训练，单节点
版本国产 CPU 与 intel 24 核 CPU 性能相当，分布式版本可以扩展到
32 个节点，通信开销降低到 10%以下。
（二）在气候变化领域，逐步将美国大气研究中心 NCAR 的高阶
方法建模环境（HOMME）移植至 CESM 大气模式 CAM 中。HOMME 采用 128
层垂直分辨率，与 CAM 采用的 30 层垂直分辨率具有一定差异，需要
对 HOMME 中的算法进行大量的修改与优化，并实现从核并行加速。完
成移植与优化后，计划下月进行真实算例模拟实验
（三）在地球物理领域，超算中心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方
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进行的大地震模拟项目经过长达半
年的努力，晋级了 GB 奖入围名单 GB finalist。全球只有六个课题
能够获得此项殊荣，这六个课题将在接下来的七月份进行最后的一次
角逐，决出最后的 GB 奖得主。在这个冲刺阶段，课题组将往大地震
模拟中引入复杂介质以及数据压缩。在石油勘探领域，清华大学与沙
特阿美研发公司合作的全波形反演项目，在中心员工陈炳炜博士，清
华大学地学系魏衍雯博士，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水利系李云月博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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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讨下，反演项目进行顺利，反演出来的图像逐渐接近真实模型。
（四）在先进制造领域，中心组织和实施了商发 CFD 团队关于太
湖之光从核加速和优化的培训，使商发团队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中心国
产超级计算体系架构和编程方法，使商发团队初步习得了从核加速和
优化的技能，培训效果显著；起草了商发涉密合作项目的开发规程和
保密措施，并与商发反复协商，形成了中心初版《涉密项目开发规程》；
协调和组织搭建商发联合开发所需的封闭开发环境，现已完成了采
购、硬件搭建和开发环境部署，达到了可试用状态；初步完成了基于
开源软件 Caelus 的远景 CFD 求解器全局热点测试和分析，把握了耗
时 70%以上全局热点函数，分析了线性求解器、 数据结构和其它热
点的算法过程，初步探讨了优化难点和思路。
（五）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联合实验室开展的主要工作：在海洋模
式研究方面，团队基本完成了海洋模式算子库的开发，增加了几个重
要的模块，包括数据分布管理模块、数据块边界管理模块、网格管理
模块等，下一步的工作是进一步测试算子库的稳定性、提高性能以及
应用该算子库改写区域海洋模式 POM；此外，中心研发人员对自主开
发的高性能模式 I/O 库 DMIO 进行改写优化，并与 wave 海浪模式进行
集成，目前正在进行最终阶段的测试验证工作。同时，研究使用 RBF
对海洋模式 POM 中正压方程进行求解，并使用 Matlab 进行编码验证，
已获得初步结果，下一步将继续提高计算精度和模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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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唯快不破！“神威·太湖之光”超算“速度”与“应用”兼具
(来源：央视网)
央视网消息：北京时间 6 月 19 日下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
国际高性能计算大会（ISC）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
单，我国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再次蝉联冠军，实现
三连冠，这套系统实现了包括处理器在内的所有核心部件国产化。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这台机器，我们叫它 12.5
亿亿次，到底是多大呢，实际上假设，我们有一个十万人的足球场，
里面有十万个人，每人有一个笔记本，它的计算能力相当于一百个这
样的足球场的这么多人进行计算。”
作为世界高性能计算领域规模最大的权威会议之一，国际高性能
计算大会每半年公布一次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在“神威·太
湖之光”发布一年（2016 年 6 月至今）的时间里，已经连续第三次
夺魁，国产芯片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光芒。
全球超算，唯快不破。然而致力于超级计算机研究的意义不仅仅
是“速度战”，更重要的是赢得“应用战”。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部署一年以来，应用领域已经涉
及天气气候、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
20 个方面，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应用、先进制造等领域解算任务几百
项,一年来共计完成 200 多万项作业任务，平均每天完成近 7000 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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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任务。百万核以上应用上百个，千万核整机应用 15 个，其中不乏
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挑战性应用。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介绍，在超算的应用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在机器的实际上支持了 20 多个领域，上百项应
用，应用覆盖面很多，既有线性的、非线性的、结构的、非结构的等
等。目前看来能够支持众多应用的需求，特别可喜的是，目前机器已
经全机应用，完成了十五个全机应用计算。对超算进一步的发展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
在 6 月 15 日公布的 2017 年 “戈登·贝尔” 奖提名应用中(2017
ACM Gordon Bell Finalist)，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应用成果
2 项入围，并将在 11 月举办的世界超算大会（SC17）上再次冲击这
一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最高殊荣。截至目前，“神威·太湖之光”
累计有 5 项研究成果入围素有超算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戈登·贝尔”
奖提名，几乎占据了总入围应用的半壁江山。随着我国高性能计算研
究的不断发展，国产芯片将会在国民生产的更多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
计算支撑作用。

DOE 公布先进科学计算研究 2018 财年预算
（来源：中科院信息科技战略情报）
2017 年 5 月 23 日，美国能源部（DOE）公布了 2018 财年预算
案，其中，先进科学计算研究（ASCR）项目的预算为 7.22 亿美元，
与 2016 年实际支出相比增加了 16.3%（见表 1），其重点是百亿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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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研究。
表1

能源部 ASCR 项目 2018 财年预算配置（单位：百万美元）
相比
FY2016
FY2018

FY2016 的

（实际）
变化
数学、计算与计算机科学研
142.58

111.93

-30.65

应用数学

42.31

30.10

-12.21

计算机科学

39.16

29.29

-9.87

计算合作伙伴关系

34.33

41.26

+6.93

下一代科学网络

20.59

0

-20.59

6.18

11.26

+5.08

高性能计算与网络设施

478.41

413.50

-64.91

高性能生产级计算

86.00

80.00

-6.00

领导级计算设施

182.52

249.32

+66.80

百亿亿次

0

（150.00）

+150.00

研究与评估原型

156.82

24.45

-132.37

高性能网络设施与测试床

38.04

45.00

+6.96

SBIR/STTR

15.04

14.73

-0.31

究

小企业创新研究/小企业技
术转移（SBIR/STTR）

百亿亿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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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办公室百亿亿次计算
0

196.58

+196.58

621.0

722.0

+101.0

项目（SC-ECP）
总计

为确保对百亿亿次项目的可持续性，ASCR 的预算还将继续支持
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计算合作方面的基础研究。2016 年，DOE
下属的科学办公室（SC）和国家核安全管理局（NNSA）联手推出百
亿亿次计算行动计划（ECI），旨在解决百亿亿次计算并行性、能效、
可靠性方面的关键挑战，实现 2021 年百亿亿次系统的部署。2018 年
ASCR 大幅增加了对 ECI 的投资，将重点资助 ECI 的两个要素：一是
领导级计算设施（LCF）的规划、站点准备和非持久性工程，为 2021
年至少能部署一套百亿亿次系统做好准备；二是 ASCR 支持的科学办
公室百亿亿次计算项目（SC-ECP），仅涉及百亿亿次计算机开发所
需的研发活动。SC-ECP 重点关注硬件技术、系统软件技术和应用开
发三个领域，项目管理由设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项目办公室负责。
（一）数学、计算与计算机科学研究
考虑到摩尔定律即将失效，ASCR 2017 年采取了新行动来研究未
来计算，如量子信息。2018 年，ASCR 将继续通过与其他项目的研究
和计算合作，理解量子信息与神经形态技术面临的挑战，确认需要开
发的硬件、软件和算法，以利用上述新兴技术。针对下一代科学网络
的行动将被取消，而目前由此行动支持的合作工作将由计算合作关系
支持，以加强相关工作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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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性能计算与网络设施
2018 年，LCF 将继续为大规模应用提供 HPC 能力，确保美国的
科研团体和 DOE 的产业界合作伙伴可继续访问最强大的超算资源。
研究与评估原型（REP）行动将继续提供 1000 万美元作为计算科学
研究生奖学金，ASCR 也将通过 REP 继续支持未来计算技术测试床
研发。此外，能源科学网 ESnet 将继续为大规模科学数据流提供网络
连接能力。
（三）百亿亿次计算
百亿亿次计算是 SC ASCR 项目与 NNSA 先进模拟与计算活动
（ASC）项目长期合作的一个关键部分。2018 年 ASCR 将配置 3.46
亿美元大力促进百亿亿次计算系统的开发。其中，ECP 获资 1.96 亿
美元，旨在加速应用研究与准备，开发面向百亿亿次平台的软件栈，
支持额外的协同设计中心建设。还有 1.5 亿美元用于 LCF 活动。

IBM Summit 有望在 2018 年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来源: inside hpc）
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之后，
IBM 透露即将推出 Summit 超级计算机，其计算性能将超越中国的太
湖之光超级计算机。IBM 这款超级计算机 Summit 预计将在 2018 年
初提供给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计算性能比原定指标提升四
分之一以上，用于民用和科研用途。
目前中国的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性能指标是 93 petaflops，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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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是 124.5petaflops。Summit 超级计算机原定计算性能 150petaflops，
交付性能达到 200petaflops。
Summit 超级计算机采用 IBM Power9 微处理器和 NVIDIA Volta
GPU 进行数学协同处理。Summit 的前身 Titan 超级计算机，拥有超
过 18000 个节点，而 Summit 将有约 3400 个节点。为了给客户提供
很高的 I/O 吞吐量，节点将使用 Mellanox 公司的双轨 InfiniBand EDR
连接以无阻塞胖树架构互联。建成后，Summit 将可以解决一些世界
上最紧迫的计算挑战。
IBM 将采取“以数据为中心”的方式。通过将计算能力部署在数
据存在的所有位置，IBM 表示，这将使数据传输最小化，降低能耗。
Summit 能够以超过每秒 17 千万亿字节的速度将数据传输至处理器，
这相当于在 1 秒时间内将超过 1000 亿张照片传送至 Facebook。
IBM 系 统 及 技 术 集 团 高 级 副 总 裁 汤 姆 · 罗 萨 米 利 亚 (Tom
Rosamilia)表示：“今天的公告标志着传统超级计算机开发方式的转
型，随着数据传输速度的提升，传统的超级计算机开发方式已经不再
具有竞争力。IBM 以数据为中心的方式是一种新的实现方法，代表了
开放计算平台的未来，并且有能力应对越来越快的数据传输速度。”

------------------------------------------------------报送：市政府高亚光副市长、市超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委袁飞书记、区政府办公室、区科技局

-------------

抄报： 开发区书记主任--------------------------------- 签发：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杨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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