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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大会上，曙光公司还发布了基于

龙芯处理器的新防火墙、负载均衡、存储服

务器，并发布了曙光基于龙芯 3B2000 处理

器的龙芯服务器。因为采用了新的微架构设

计 ， 所 以 在 主 频 和 功 耗 与 上 一 代 龙 芯

3A1000 相当的基础上，该服务器性能得到

了成倍的提升。在这次大会上曙光公司还发

布了“龙安联盟”旗下的第一款产品“龙安

联盟自主可控一体机”。

这次引起记者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关

于自主可控的创新发展。这些年一直在推动

国产 IT 的自主可控，如何能够从芯片、操

作系统、网络到硬件系统再到应用全面实现

自主可控的同时，又能够在易用性、稳定

性、软硬件适配性等方面满足用户需求，一

直是国产IT的挑战。

在这次大会上有几个积极的信息可以分

享，一是国产 CPU 的性能可以通过整机系

统的总体表现来获得整体更佳的效能。曙光

副总裁邵宗有坦言：“我们都知道国产的

CPU 现在的性能还不能与英特尔的主流芯

片相提并论，还有很多差距，但我们不能够

等国产 CPU 的性能完全上来了采用，等不

了也不能等，我们的解决之道是用系统的

方法来弥补，通过系统、通过集群的方式

来破解这样的难题。这是可以复制的路径

之一。”

二是对软硬件上下游产业链要进行深度

的适配优化，通过联合技术攻关，解决国产

产品性能存在的问题，构建基于国产软硬

件、满足安全可靠解决方案稳定连续运行的

应用环境。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厉军对 《中国电子报》 记者坦言：

“针对国产软硬件等的生态链适配问题，必

须建立产业链间紧密合作，以解决在国产环

境下的适配及稳定运行的问题。”基于这个

目的，去年 5 月神州信息、曙光、神舟通

用、东方通、中标软件与龙芯中科成立了

“龙安联盟”，这个联盟与其他联盟不一样，

联盟成员包括应用系统、数据库、中间件、

操作系统、芯片等领域的领先厂商，彼此之

间没有竞争，联合协同研发。联盟成立了联

合实验室，建立了工作机制，并每周按计划

推进工作，高效解决研发适配中存在的问

题。更关键的是，这个联盟的组建是企业自

发行为，以应用为拉动，通过市场的规律去

运作。

龙芯中科总裁胡伟武在接受 《中国电

子报》 记者采访时坦言：“自主可控 IT 的

发展，有一些‘课’是必须要去补的，有

一些关键的能力也是需要踏踏实实去锤炼

和培养的，不可能走捷径。目前之所以众

多的国外芯片厂商愿意同中国厂商进行开

源合作或资本合作，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

中国企业自己把 CPU 做出来了。国家应该

给予信息安全自主可控市场发展更多的支

持。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中国的芯片企业

已经完成了螺旋上升的第一个循环，当第

二个循环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胎而

出了。”
本报讯 企业级基础云服务商青云

QingCloud 日前宣布，基于云端 IT 资源

管理的首款移动 App——移动控制台

（Mobile Console） 现已正式上线，目前

支持资源使用详情查询、历史监控数据

查询、监控告警提醒、工单提交和查

询、余额和欠费提醒等功能。通过移动

客户端，用户不必局限于传统的Web端

管理方式，还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

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安全便捷地管理

QingCloud 云端资源，从而进一步提高

运维人员的工作效率。

控制台、命令行和APIs是QingCloud

为用户提供的3种云端资源管理方式。其

中，控制台以其可视化的界面、便捷的操

作方式成为用户首选的管理工具。此次，

QingCloud将控制台的主要功能搬到移动

端，并针对移动设备的特点进行相应的优

化和调整，在满足用户移动运维需求的同

时，充分发挥移动端的优势，让资源管理

更简单、更轻松。

青云 QingCloud CTO 甘泉表示，

作为 QingCloud发布的首款移动 App，移

动控制台在完善云+端产品线的同时，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更加轻松便捷的工作

方式。下一阶段，QingCloud 移动控制台

还将逐步增加对资源的编辑功能，包括

资源的启停、配置、删除和恢复等，并最

大限度地简化操作流程、提升用户体验，

让云端资源管理操作更加简单易用。此

外，Android 版本移动控制台也将于近期

推出。

QingCloud 移动控制台现已正式登

陆苹果应用商店。 （文 编）

中国“互联网+”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讯 日前，由青岛市人民政府

指导，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联合主办，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

承办的“2015 年中国‘互联网+’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峰论坛”在青岛市

高新区成功举办。会议旨在探讨“互联

网+”风口下的制造变革与服务创新。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

业司巡视员李颖指出，要实现由制造大

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需要充分利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同

时，也需要整个社会和各产业的共同合

作。而“互联网+”成为产业转型升级

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实体产业积

极、主动拥抱互联网已经是大势所趋，

整个产业互联网大发展已经势不可挡。

产业与产业之间、各产业链之间需要加

强合作、跨界融合，集中力量提升整个

产业的竞争力。

会上宣布成立了由 40 余家企业和

研究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产业互联网

发展联盟。亚信集团、海尔集团、阿

里巴巴、用友集团、中科院青岛智能

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圳一体集团、万

达信息等国内企事业单位高管围绕论

坛 主 题 ， 探 讨 了 “ 互 联 网 +”、 工 业

4.0、智能制造、《中国制造 2025》 等

问题，就“互联网+”对各领域带来

的机遇和变革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

论，对我国推进“互联网+”行动计

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

启示。 （文 编）

天府软件园企业极米科技

获3亿元B轮投资

本报讯 6 月 23 日，天府软件园内

企业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极米） 宣布，引入战略合作方——芒

果传媒，完成 Pre-B 轮价值 3 亿元的战

略投资。此次投资除现金注资外，还包

括资源投入、牌照内容绑定。作为芒果

传媒战略投资的第一家智能硬件公司，

极米正逐步实现“终端+内容+平台”的

战略大布局。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家用智能

投 影 领 域 的 新 锐 创 业 公 司 极 米 ， 以

“无屏电视”替代现有传统电视为目

标，主打旗舰产品极米 Z3S，以其优越

的画质、300 英寸巨屏的震撼视觉体验

以 及 不 到 3000 元 的 价 格 深 受 用 户 喜

爱。数据显示，2015 年第一季度极米

以 49%的市场份额远超其他同类家庭

投影品牌，在家庭投影市场占有率国

内第一，全球第二。

极米创始人钟波表示，未来购买极

米无屏电视产品的用户将可以通过极米

观看到诸如 《我是歌手》、《爸爸去哪

儿》、《天天向上》 等精彩的影视综艺节

目内容和大量正版影视片源，以及 《芒

果 Live Show》 带 来 的 大 型 明 星 演 唱

会、音乐会、全球顶级颁奖典礼直播，

并且在投影品类产品中，这些独家内容

仅在极米无屏电视上才能看到。

钟波还透露，极米第四代新品发布

会将在北京举行，即将面世的极米第四

代新产品，内置国际顶尖音响大师级团

队量身定制的音响系统，音质全面提

升。除此之外，其画质、亮度、外观设

计都将进一步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部分产品还将新增手势识别、一键

推送等更多更炫酷的功能。 （文 编）

青云QingCloud推出移动控制台

随时随地管理云端资源

IT产业如何面对互联网+
——2015中科曙光技术创新大会综述

本报记者 李佳师

面对数据的爆炸、面对市
场种种复杂的应用、面对信息
安全的挑战，应该如何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如何进行IT产
业的创新，成为“新常态”下亟
待转型的信息产业关注焦点。
在6月24日举行的2015中科
曙光技术创新大会上，聚集着
信息技术领域的几位院士，聚
集着希望让信息安全自主可
控的“龙安联盟”，聚集着曙光
上下游生态链的大量合作伙
伴，他们的碰撞、他们的联合，
透露着 IT产业的什么样的变
化趋势？

信息技术产业既需要在技术维度上实现突
破，也需要在与物理世界融合的物理模型上有
更多探索。

在曙光技术大会上引起 《中国电子

报》 记者格外关注的是几家“中科院系”

研究所联合启动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

置”预研及“原型系统建设”（简称地球数

值模拟装置项目）。

这个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牵

头，联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

网络信息中心、曙光信息产业 （北京） 有

限公司四家机构共同启动的“地球系统数

值模拟装置”，是一个对地球系统自然过程

进行数值模拟的超级计算机，它集高性能计

算机、软件工具、支撑技术、地球数据模拟

应用软件等于一体。可以说是一个专门为地

球科学领域定制的特殊计算机，从体系架

构到设计思路再到软硬件都进行了非常多

的创新定制。借助它，地球科学家就可以

对大气、洋流、地壳、生态等进行仿真研

究，用于还原或预测地球自然变化过程的

应用。

这个项目之所以被业界广泛关注是因为

它与中国酝酿多年的“解读地球计划”直接

相关。当天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中国

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

存为该项目亮相站台。

曾庆存对 《中国电子报》 记者说：“它

不仅仅是为中国进行节能减排、减灾、救

灾、进行生态规划、进行气候研究等提供支

撑，也为中国在国际上进行气候和环境变化

的谈判、解决纷争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我们

推动创新型国家以及进入地球系统科学强国

都具有战略意义。”倪光南坦言：“地球模拟

非常重要，同时也需要有很多条件，我们这

些年在地球相关模拟、仿真上有很多理论、

很多模型，我们可以结合历史数据，同时加

上我们的模型，很快预测出未来的趋势，做

出很多大数据的服务，包括灾害预测、收成

预估、石油勘探等。”

曾庆存坦言，我们在地球科学方面有多

年的积累和研究，也做出了许多大气、洋

流、地壳等的模型，而模型是否精准、是否

正确，需要进行验证，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

来运算和验证。巨大计算能力的支持一直是

这些项目推进的关键点之一。过去这些模型

是在天河 1号、天河 2号上跑的，但是还不

能够满足需求。

李国杰对 《中国电子报》 记者说：“这

个项目对高性能的挑战之一，是计算量大了

之后能耗如何解决。我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

能源消耗是因为过去我们很多计算都是采用

通用的计算架构，就好像一场网球比赛，使

用专用的网球赛地是最合适的，但却用了

‘鸟巢’这样的大型场地，方方面面都浪

费。”他以中国南方某超算中心一年的电耗

为例，这家超算中心一年的电费是 8000 万

元。所以针对不同的需求需要从体系架构、

软硬件等方方面面进行新的创新、新的优化

组合。

同时李国杰也透露，这个项目并非今天

才启动开始，它本已列入国家重大工程的项

目，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启动。但这样的

事情等不得，于是中科院决定联合旗下几个

相关研究所，先把原型机做出来。有了这样

的原型机，就能够促进和加快国家项目落地

的进程。

记者认为这样的原型机做出来之后，对

于中国 IT 产业的创新模式也能够探索出新

的路径来。事实上我们今天面临很多重大的

现实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很多维

度上一起来突破。我们看到这次中科院的联

合其实既包含了应用需求，也包含了网络、

计算、产业化的维度。这样的集成优化和融

合创新，其中的种种经验，将对很多领域的

融合创新带来启示。就像曙光副总裁聂华所

言，“互联网+”，其实就是信息技术、互联

网应用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融合，其中最

难的部分就是“+”。这个“+”如何实现，

对信息技术架构、对信息技术体系、对软硬

件整合都提出很多挑战，信息技术产业既需

要在技术维度上实现突破，也需要在与物理

世界融合的物理模型上有更多的探索，有些

维度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

努力构架自主可控软硬件生态链
通过联合技术攻关，解决国产产品性能存

在的问题，构建基于国产软硬件、满足安全可
靠解决方案稳定连续运行的应用环境。

本报讯 6月25日，博通公司与华三通

信、浪潮、四达时代等多家中国企业签署了

一系列合作谅解备忘录，系列协议均在今年

的“博通亚洲媒体峰会”上签署完成，这反

映了博通公司不断扩大地区战略关系、以及

在家庭娱乐和数字家庭领域进一步创新的长

期承诺。

博通与华三通信合作，将推动云端与互

联网服务的融合，优化当前和未来平台架构

的互动操作和性能。与浪潮集团合作，推动

中国超高清机顶盒产品的持续创新，促进

4K 超高清机顶盒产品在中国持续发展，共

同打造全新的DOCSIS3.0超高清机顶盒。博

通与四达时代合作，共同开发设计向非

洲市场的机顶盒产品，开发一系列低成

本机顶盒和高端超高清家庭网关。

博 通 公 司 全 球 销 售 执 行 副 总 裁 Mi-

chael Hurlston 表示：“中国电子市场正完成

从全球制造基地向设计开发领导者的转

型。快速增长且不断演进发展的行业不仅

是我们推动现有市场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向多样化新领域进军的关键要

素。与多家领先机构合作，推动创新发展，

对此我们深感兴奋。” （文 编）

博通与华三浪潮战略合作 拓展云网端市场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得悉，今年截至 5 月，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所属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

良信息举报中心、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和

主要网站共收到网民举报 174.8万件，经

审核，有效举报 141.9 万件，共处置 122.8

万件，举报受理量首次突破百万件。移动

互联网成为有害信息主要传播渠道。

根据全国举报情况，淫秽色情类有害

信息举报仍居首位，达 83.4 万条，占比

58.8%；政治类有害信息举报占比 24.4%；

诈骗类有害信息举报占比 7.3%；侵犯网

民权益类有害信息举报占比 3.4%；暴恐

类有害信息举报占比2.6%；赌博、私服外

挂等其他有害信息举报占比3.5%。

截至5月底，全国已处置网民有效举

报 122.8万件，处置率达 86.6%；通过各类

渠道向网民反馈处置结果 121.9万件，回

复率达 85.9%。其中，中国互联网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处置网民有效举

报32241件；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网

民有效举报5561件，处置4148件，处置率

75.2%；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受理网民有效

举报990件，处置976件，处置率98.6%。

主要商业网站接受有效举报137.9万

件，处置 119 万件，处置率 86.3%。其中，

腾讯受理举报101.5万件（微信40.3万件、

QQ 58.8 万件、微博 1.2 万件、网站 1.2 万

件），新浪受理公众举报 36.11万件（新浪

微博 34.25 万件），百度受理公众举报

3872 件，天涯受理公众举报 189 件，搜狐

受理公众举报136件。根据公众举报，腾

讯对利用微信、QQ 进行诈骗、招嫖等违

法活动的账号进行了集中清理；新浪及时

关闭了一批传播淫秽色情类有害信息、政

治类有害信息的微博账号。

综合分析全国举报情况，移动互联

网成为淫秽色情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

如一些微博、微信、QQ 非法账号，以演

员、模特、“网络红人”等身份，发布卖淫

招嫖信息；一些不法网络用户借助即时

通信工具、在线支付工具对存有淫秽色

情视频的网盘账号进行非法交易；一些

不法网民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的“阅后即

焚”功能传播淫秽色情图片，用户点击浏

览后便自动消失，为举报核查、处置设置

障碍。

此外，网民对“人肉搜索”、网络谩骂、

人身攻击等网络侵权行为的举报量也较

为突出。

数据统计显示，随着各类有害信息传

播向移动互联网转移，网民通过移动端举

报渠道的举报件次明显增加。5月份，通

过移动客户端、QQ、微信、微博等渠道举

报的有害信息已达 90 万件，占总举报量

（174.8万件）的56.7%。 （闵 文）

全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受理量突破百万件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项目”引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