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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59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雅安、攀枝花、宜
宾、泸州
良：绵阳、南充、达州、自贡、德阳、遂宁、
乐山、广元、眉山、内江、巴中、广安、资阳

2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5-24 C
阴天间多云，
有分散性阵雨
偏北风1- 2级

阴天间多云，
早晚有分散性雨
偏北风3- 5级

16-24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明日限行 3 8

体彩

今日
限行 2 7

中国体育彩票5月27日开奖结果

5月31日，遂宁河东（莲花）国际会
展中心将演出大型原创亲子互动儿童舞
台剧《真假美猴王》；

5月31日至6月1日晚，俄罗斯皇家
芭蕾舞团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演出《天
鹅湖》；

5月31日至6月1日晚，成都东郊记
忆·荷苗小剧场将演出心灵魔术主题剧
《未知选择》；

6月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演
出民族室内乐《海上丝路》；

6月1日至28日周末，成都东郊记
忆·声音剧场将演出先锋音乐剧《新·石
头记》

6月9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
出多媒体创意改编童话剧《小王子》；

6月13日至16日，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美国原版音乐舞台剧《汪汪队立
大功·救援先锋》。

NBA 西部半决赛 G6，火箭队第
四节崩盘倒在了半决赛，五年里第四
次在季后赛输给了勇士……

躺在宾馆床上的火箭球迷党毅
飞，愤怒地关掉了电视。下午 1 点
开始的围甲联赛，他飞快地杀赢了
对手。

1994年出生的党毅飞，在成都队
特有的称呼是“小党”，他是四川第一
个围棋世界冠军，而当年还差一点成
为最年轻的围棋世界冠军。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爱国情 奋斗者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四川首个围棋世界冠军党毅飞：

人工智能是训练工具
下一个目标还是冠军

党毅飞在对弈中。

5月 27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
获悉，公安部交管局继续深化公安交
管“放管服”改革，在原20项措施的基
础上再推10项改革便民利民服务措
施。6月1日，新公安部交管10项“放
管服”改革措施将在成都正式落地实
施。其中，包括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

“一证通考”，意味着市民不用再多交
证明，便可在全国各地初次申领、增驾
C类驾驶证等。5类将实现“异地通
办”的业务包括：

一、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
考”。内地居民凭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
民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全国范围内
任一地申领办理初次申领、增驾小型汽车
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类），无需再提交居
住登记、住宿登记等凭证、证明。

注意：
未取得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

台居民及华侨、外国人等其他人员申请
考领驾驶证的，按原规定审核相关证明
凭证；

持有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
驶证和境外驾驶机动车驾驶证申领驾
驶证的情形除外。

成都具有对应车型培训资质的
机动车驾驶人驾培机构，可受理此
项业务。

二、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分科目考
试。申请人办理初次申领、增驾小型汽
车驾驶证期（准驾车型为C类）间，已通
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因工作、学习、生活
等需要居住地发生变更的，可以在全国
范围内申请变更一次考试地。申请人
可以持本人身份证件至现居住地车辆
管理所申请继续参加其他科目考试，已
通过的科目考试成绩继续有效。

注意：
内地居民凭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

民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可以直接办理，
其他人员及情形需提交的身份证件适
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不包括持有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
动车驾驶证和境外驾驶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驾驶证的情形；

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以转出地车
管所核发时间为准；

对申请人已报名，但尚未通过科目
一考试以及准考证明过期、科目二和科
目三预约次数已达五次仍未合格的，可
以重新在现居住地驾培机构报名考试，
原报考信息自动注销，且重新报考后仍
可适用变更一次考试的措施。

成都各市县交警大队、交警一至十
三分局公安车管窗口均可办理此项业
务，可受理此项业务。

三、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
申领。对在省（区）内异地申领大中型
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
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交居住登记凭
证。对跨省（区）异地申领的，在办理现
所在省任一地居住证后，也可直接在全
省范围内申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

注意：
属于持本省（区）核发的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的，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
办理；

属于持有外省（区）核发的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的，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和公
安机关核发的住宿登记证明申请办理；

未取得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
居民及华侨、外国人等其他人员申请考领
驾驶证的，按原规定审核相关证明凭证；

不包括持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
车驾驶证和境外驾驶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驾驶证的情形。

成都具有对应车型培训资质的
机动车驾驶人驾培机构，可受理此项
业务。

四、车辆转籍信息网上转递。对机
动车在试点城市之间转籍的，申请人可
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
并办理，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
质档案。

注意：
不符合电子化档案转递条件的车

辆，或不属于120个试点城市的车辆办
理转籍业务仍按照原有机动车迁入或
迁出流程办理，需到迁出地查验车辆、
提取纸质资料。。

办理时，可以先通过向转入地车管
所申请、转出地车管所申请，或在互联
网（交管“12123”手机APP）申请三种
方式办理申请。

成都二手车交易市场机动车登记
服务站可受理转入及转出申请；成都各
新车注册登记服务站及公安窗口可受
理转出的申请。

五、实行摩托车全国通检和6年免
检。实行摩托车跨省（区、市）异地检
验，无需办理委托手续，实现摩托车“异
地通检”。实行注册登记6年内的摩托
车免于到检验机构检验。

注意：
虽免于到检验机构上线检验，但仍

应在第2年、第4年、第5年分别按期领
取检验标志；

对注册登记超过6年（含6年）的，
仍按规定每年检验1次；

超过5年没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或发生
过造成人员伤亡的，6年内仍按规定检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6月1日起，C照可全国通考摩托车6年免检

“走出”亚军用了五年
2012年第四届BC信用卡杯世

界围棋公开赛，17岁的党毅飞击败了
当时的围棋第一人——李世石九段，
杀进决赛时，韩国棋迷已经用“可怕”
来形容他。决赛第一番党毅飞赢了，
世界大赛连胜纪录扩大到17场。胜
利就在眼前，但他随后却连输三场，
和“最年轻围棋世界冠军”擦肩而过。

从认识黑白两色的围棋到闯入
世界大赛决赛，党毅飞只用了12年
时间，这个经历足以让他成就“天才”
或“年少成名”之名。

亚军之后没想到的是低谷。“回
国之后各项大赛输得一塌糊涂，那时
候突然怀疑自己的实力。2016年，围
甲联赛开局六连败，不仅连累了队
友，自己压力也很大，很彷徨，感觉连
国家队都待不下去了，那时候真的想
放弃但又不甘心，非常矛盾……”党
毅飞回忆道。

所幸的是，2017年 LG杯，还是
在韩国，党毅飞又进入了决赛，那时
的围棋江湖已经变了天——世界第
一人李世石1：4被人工智能“阿尔法
狗”完爆；自党毅飞BC卡杯亚军后，
中国涌现出了8个世界冠军。

如果说五年前党毅飞是超级黑
马，五年后他则是“哀兵”：等级分跌
落到国内33位、23岁无冠，“进入八
强之后，全世界都不太相信我可以，
但我觉得能拿冠军。”最终决赛三番
棋，他手起刀落2：0拿下。

“我想要通过拿世界冠军升入九
段，而不是靠两个亚军。”对那场胜利

真正的意义，党毅飞说，“LG杯这个
世界冠军救了我，把我拉回到棋坛一
线。人生大概就是这样，最困难的时
候，挺一挺，也就过来了。”

后人工智能时代棋手
和“80后”棋手最显著的不同是，

有着“网络原住民”之称的“90后”，他
们的棋手生涯也被网络和人工智能
改变。党毅飞和同龄职业棋手一样，
定段后练棋的主要途径是网络对战。

阿尔法狗击败李世石和柯洁后，
围棋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我觉
得现在还去纠结人脑和计算机的竞
争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脑始终是算

不过计算机的，它运算速度太快了，
而且每天要和自己对弈几万盘，人是
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的。”党毅飞一
直对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持开放态度，

“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它来进
步。”如今，人工智能成为了党毅飞的
训练工具，“阿尔法狗已经退役了，我
们现在国家队训练的人工智能叫‘绝
艺’，是升级版，训练中主要靠它来复
盘和研判局势。”

没有比赛时，党毅飞一早就去国
家队训练，直到下午四点过结束，“主
要是用‘绝艺’复盘，通过人工智能找
到自己的漏洞和错误，对自己很有帮
助。”回家后党毅飞还要在电脑上再
练几局。“网络对战的对手都比较熟
悉，水平也是比较接近，我们网上下
棋不是为了追求胜利，而是找一种熟
练度、一种感觉。”

从网络对战到人工智能，职业生
涯经历围棋圈大变革的党毅飞一直
都在追赶。“现在棋手当然也会模仿
人工智能，但不是盲目的，而是借鉴
理解下法，人工智能有时会下一些虚
无缥缈的招法，但没有它的水平就没
办法驾驭之后的变化，所以还是借鉴
一些能看得懂的下法。”

业余时间，党毅飞喜欢看NBA
比赛，“篮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和
围棋有一些相通之处吧，看看球也
当休息。”

还要拿一两个世界冠军
收获了世界冠军，走出了胜负阴

影，如今的党毅飞修炼出一颗大心脏，
团战中的他是中国队最稳定的一环。

2017年，党毅飞代表中国队出战
19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他不仅
终结了韩国选手申旻埈凶猛的六连
胜，随后开启“党毅飞流”豪取五连胜
摘得连胜奖，遗憾的是，那一年中国
队并没有捧杯。

一年后又是农心杯时刻，中国队
的范廷钰再次表演了七连胜，将韩国队
逼得只剩主将朴廷恒。此时，党毅飞主
动请缨，要求对战自己从未赢过的朴廷
恒：“我对自己有信心，就是奔着结束擂
台赛去的，就算输了，后面还有三员大
将，中国队夺冠也不成问题。”最终，党
毅飞捧起了中国队第七座农心杯。

世界大赛个人一冠一亚，世界大
赛团体一冠一亚，24岁的党毅飞经历
了惊鸿一瞥的年少成名，以及越挫越
勇的经典逆转，“现在父母对我在棋
艺上已经没有任何要求了，很感谢父
母为我选择了这条路，并且让我坚持
下来了。”

当然，党毅飞也有“烦恼”——父
母不断催促他上大学。“我想过这个
问题，进一个大学拿个文凭随时可
以，但我想真正地进入校园认认真真
地学习。”只不过现阶段的党毅飞还
无法彻底放下围棋，因为他还有未完
待续的梦想。“我还想再下个一两年
看看，或者说再拿一两个世界冠军
吧。品尝过世界冠军的滋味后，感觉
对其他名次都不感兴趣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
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
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
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
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
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
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
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
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
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
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
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党毅飞

超级大乐透第 19060 期全国销售
269705099元。开奖号码：01、11、12、18、21、08、
10，一等奖基本0注，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
93注，单注奖金709472元，追加18注，单注
奖金567577元。三等奖194注，单注奖金
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
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
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
体彩网公告。4833102718.66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40 期 全 国 销 售
15457044元。开奖号码：154。直选全国
中奖6583（四川535）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 3 全国中奖 0 注；组选 6 全国中奖
16234（四川1599）注，单注奖金173元。
17767968.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40 期 全 国 销 售
10291330元。开奖号码：15402。一等奖
30注，单注奖金10万元。273324144.5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72 期全国销售
34345700元。开奖号码：33133030310330，
全国一等奖63（四川1）注，单注奖金382362
元；二等奖1828（四川57）注，单注奖金
3607元。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72期全国销售
18374904元。开奖号码：33133030310330，
全国中奖5809（四川29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78期全国
销售261584元。开奖号码：131133131300，全
国中奖4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82期全国销售
1006094元。开奖号码：00312123，全国中
奖63（四川1）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
2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