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近日，
成都高新区新经济活力区综合党委举办
了“党建引领·新经济活力区党建与产业
互融共促系列活动启动大会暨政策解读
培训会”，会议充分体现了成都高新区新
经济局将党风廉政建设源头介入，在党建
与产业互融共促工作中同步推进，着力实
现作风监督全覆盖的用心和决心。

源头介入同步推进。会议介绍了新
经济局为推动党建与产业互融共促而打

造“小新星”党员先锋队的情况。在组建
业务服务分队、党建服务分队、内部服务
分队的同时，同步建立了作风监督分队，
由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担任分队长，全体
纪检监察干部、各处室纪检监察联络员等
参加，将内部监督、派驻监督与党建、业务
工作的开展同部署、同推进。

充分延伸监督触角。宣布“三张清
单”运行机制、政策解读培训等环节，公
布纪检监察监督电话和内部监督电话，

方便企业投诉举报。同时，作风监督分
队将视情况随同业务服务分队和党建
服务分队进行走访调研，或开展走访调
研抽查回访，将主动监督与被动获取信
息相结合。

强化问题处理问责。作风监督分队
跟踪“三张清单”中企业需求的处理进展，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存在的“懒散拖”等问
题进行处理；对业务服务、党建服务收集
到的投诉、举报等内容，及时进行处理。

源头介入同步推进 着力实现作风监督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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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交通运输部：
严重超载

导致无锡桥梁侧翻
调查仍在继续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

者24日从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经无锡市事故调
研组技术组专家与交通运输部专
家组现场会商，侧翻桥梁体完整，
未见折断，未见跨中和墩顶严重
横向开裂现象，设计符合设计期
相关规范要求，初步分析半挂牵
引车严重超载导致桥梁侧翻，具
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周
荣峰介绍，10月10日18时许，国
道312无锡段锡港路上跨桥桥面
发生侧翻事故，造成 3人遇难。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和无锡市第
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全
力开展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等工
作。交通运输部接报事故后立即
组织专家组连夜赶赴现场，指导
开展相关工作。11日凌晨4时，
现场搜救工作基本完成。

周荣峰表示，下一步，将深刻
剖析事故原因，及时进行事故警
示，加大违法超限超载车辆治理
力度，改进安全管理措施，加强重
点领域、重点环节安全监管，确保
同类事故悲剧不再重演。

5死9伤
上海大渡河路

交通事故初步查明
警方已排除肇事司机酒

驾毒驾嫌疑

新华社上海 10 月 24 日电
24日傍晚，上海普陀公安分局发
布通报，初步查明当天上午发生
的大渡河路交通事故相关情况，
事故已造成5死9伤。

警方通报称，2019 年 10月
24日9时25分许，上海大渡河路
金沙江路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公安、应急、120急救等部门
迅速到场处置。现初步查明，当
日9时许，驾驶员陈某某（男，63
岁，上海市人）驾驶沪牌小客车
（车主系其儿媳）从吴中路其儿子
家中驶出，其间正常行驶。9时
21分许，该车行至大渡河路、怒江
路路口时，因闯红灯与一辆出租
车及一名骑电动自行车女子发生
碰擦，后加速逃逸，行至金沙江路
时又闯红灯冲过路口，撞击一辆
正在路口正常右转的SUV车辆，
并撞到三辆非机动车及数名行
人。肇事驾驶员陈某某仍在救治
中，警方已排除其酒驾毒驾嫌
疑。调查工作在进一步开展中。

事故发生后，上海市委、市政
府指示全力抢救伤员，要求尽快
查明事故原因。目前，伤员正在
全力救治中。

鲁运新：
烈火英雄薪火相传

鲁运新，1949年生，1971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2
月6日，元宵节，湘北农村有傍晚
到祖坟送灯烧香祭祖的传统风
俗，带来很大火灾隐患。这一天，
时任临湘市公安局五尖山林业派
出所副所长的鲁运新，带领值班
的同事穿梭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
的五尖山，劝说阻止群众带火源
上山，组织扑灭山火。

2月7日凌晨2时，已在防火
救火一线连续战斗了十几个小时
的鲁运新，拖着疲惫的身躯刚进
家门，还没来得及脱下衣服，对讲
机里又传来五尖山林场15林区
起火的消息。鲁运新抓起手电筒
奔赴火灾现场。

到达火场后，鲁运新带领指
挥30余名外单位前来支援灭火
的同志，迅速开展扑救，自己既当
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经过7个
多小时的奋力拼搏，他们扑灭了
一个又一个山头的明火。

上午10时，当扑救到最后一
个山头时，突然狂风大作，火势凶
猛，山火瞬间由地表火形成树冠
火。有着130多次扑火经验的鲁
运新立刻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即
将来临。他果断下达命令，要求
现场参与扑火的30多名同志立
即向安全地带撤离，自己却冒着
生命危险留在后面，组织大家在
丛林中有序转移。就在最后一位
同志撤离到防火线时，鲁运新被
烈火包围，壮烈牺牲，年仅44岁。

鲁运新1968年参加工作，成
为一名林业工人，1986年调入五
尖山林业公安派出所工作，扎根
山区 25年，先后参加灭火战斗
130多次，查处相关案件218起，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34名，为国
家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32次
受到省、市、县表彰奖励。

鲁运新牺牲后，1993年8月
10日，公安部授予他“全国公安
战线一级英模”光荣称号。

据新华社

谁也没想到“量子霸权”竟以如此
戏剧性的方式到来。一个多月前，谷
歌公司一篇声称首次实现“量子霸权”
的论文被泄露到网上，引发诸多议论
乃至质疑。10月23日，英国《自然》杂
志正式发表这篇论文，又“一石激起千
层浪”。

什么是“量子霸权”？人类首次实
现“量子霸权”了吗？中国量子计算研
究离这个里程碑还有多远？

何为“量子霸权”

“如果量子计算机在某个特定问
题上的计算能力超过了传统计算机，
那么就被认为实现了‘量子霸权’”

“量子霸权”是量子计算研究中的
一个术语。中国科技大学研究超导量
子计算的朱晓波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如果量子计算机在某个特
定问题上的计算能力超过了传统计算
机，那么就被认为实现了‘量子霸权
’。”

学术界也有观点指出，量子计算
机实现相对于传统计算机的“霸权”，
不能只限于某个特定问题，而是要能
在更多实用性问题上超越传统计算
机。因此有学者又提出了“量子优势”
或“量子优越”等概念。不过，“量子霸
权”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广泛影响力。

“量子霸权”意义何在？现在公认
量子计算机有超越传统计算机的潜
力，“量子霸权”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
关键节点。

“这有点像热兵器的发展史，使用
火药的热兵器刚出现的时候，威力可
能还不如弓箭等冷兵器，但在某一个
点上，热兵器的威力超过了冷兵器，从
此以后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朱
晓波说。

因此，世界各个科技发达国家都
在竞相追逐“量子霸权”。欧盟近年推
出了量子技术旗舰计划，美国政府机
构也在与科技企业巨头合作研发，一
个多月前，谷歌这篇论文就是在美国
航天局下属机构的网站上短暂出现又
被删除。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
微软、英特尔等欧美科技企业也通过

不同技术路径不断实现对更多量子比
特的操纵。

谷歌实现了什么？

谷歌宣称利用实验性量子计算
机，在大约200秒内完成传统超级计
算机一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量

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孙达尔·皮
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次成果在量
子计算发展史上的地位，可媲美飞行
史上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时成功的12
秒首次试飞。

谷歌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显示，最新实验基于一个包含54个量
子比特的量子芯片“西克莫”。不过，
由于有1个量子比特无法有效工作，
处理器实际只用了53个量子比特。
研究团队说，由这个处理器在200秒
内完成的一项任务，如果用当前全球
最好的超级计算机完成需要约一万
年。

对于谷歌宣称实现“量子霸权”，
业内专家看法不一。《自然》杂志专门
为这篇论文配发了社论和观点文章
等，认为谷歌的实验成功实现了“量子
霸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威廉·
奥利佛在观点文章中说，这是量子计
算领域的“里程碑”和“非凡成就”。

不过，量子计算赛道另一位“重量
级选手”IBM却对此提出质疑。针对
此前被泄露到网上的论文，IBM研究
人员约翰·冈纳尔斯等人21日在阿奇

夫论文预印本网站上贴出一篇论文，
承认谷歌的实验非常好地展示了基于
超导的量子计算领域进展，但认为，谷
歌的量子计算机与现有超级计算机之
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不应被视为
实现了“量子霸权”。

他们认为，谷歌在用传统计算机
模拟时优化水平不够，按 IBM的计
算，现有最好的超级计算机只需要2.5
天就能完成前述计算任务，甚至还可
能更快。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金贻荣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谷
歌最新正式发表的论文与之前在网上
泄露的版本相比，他没有发现有太大
的差别。也就是说，IBM的质疑对于
最新发表的论文仍然有效。

实际应用有多远？

中国专家：在谷歌展示“量子霸
权”后，大家希望未来三到五年内，使
专用量子计算机在有重要实用价值问
题上的处理能力超越经典计算机

金贻荣认为，“谷歌用来演示量子
霸权的算法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解决
任何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展示量子
计算的潜力”。他提到，IBM近来倡导
的“量子优势”概念，是要针对真实应
用场景，展现出量子计算机超越传统
计算机的能力。

IBM负责量子战略和生态的副总
裁罗伯特·苏托尔此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指出，“量子霸权”这一概念
本身并不具有太大意义，怎样利用量
子计算机帮助人类解决金融、物流、医
药等行业实实在在的问题，才是量子
计算真正的发展方向。

或许很多重要技术诞生之初都离
实用较远。威廉·奥利佛说，莱特兄弟
发明的第一架飞机并不能解决运输等
任何实际问题，但打开了一个新时代
的大门。

量子计算还有多久才能投入实
用？有专家预计可能还需十年。不过
朱晓波表示，在谷歌展示“量子霸权”
后，大家希望未来三到五年内，使专用
量子计算机在有重要实用价值问题上
的处理能力超越经典计算机。

|一个问题|

量子计算
如何影响人类生活？

美国谷歌公司展示量子计算机惊
人运算能力，令外界“脑洞大开”，热议
量子计算应用前景。美联社报道，量
子计算机有朝一日实现商用，将对人
类生活产生革命性变化。

从积极角度看，人工智能系统将
因运算能力提升而“更聪明”，继而促
进细分领域取得长足进步，或许帮助
获得更高投资回报、提高农作物产量、
促进新药研发和指导更科学的城市交
通规划……

从消极角度看，颠覆性技术伴随
着颠覆性风险。一些研究人员担心，
量子计算机可以帮助电脑“黑客”轻易
破解现有最安全的数据网络防火墙，
进一步侵害个人隐私。

路透社报道，数据安全专家已经
着眼于应对“量子时代”挑战，开发新
的加密技术。

|竞争激烈|

在量子计算赛道
中国研究人员奋起直追

在量子计算赛道，中国研究人员
也在奋起直追。中国科技大学以及浙
江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都已成功研制
了2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正在
研制50个量子比特以上的量子处理
器，与谷歌相比仅落后一到两年。阿
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科技企业也相
继布局量子计算。

“也就是说，一到两年后，我们中
国人也可能实现自己的‘量子霸权’。”
朱晓波说。

除谷歌外，IBM、微软、英特尔等
美国信息技术企业正加速研发，力争
成为首家将量子计算商用化的企业。

各国研发竞争同样激烈。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签署文件，经由
联邦政府在今后5年投入12亿美元，
鼓励量子应用领域研发。

路透社报道，政府支持量子技术
研发，谷歌是受益者之一。

用英特尔实验室主管里希·乌利
希的话说，谷歌的量子计算实验成果
值得肯定，但这项技术的实际应用构
成真正挑战，研发竞争“不是冲刺，而
是马拉松”。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进展
谷歌公司宣称成功演示“量子霸

权”，利用实验性量子计算机，在大约
200秒内完成传统超级计算机一万年
才能完成的计算量。

意义
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孙达尔·皮

柴说，此次成果在量子计算发展史上
的地位，可媲美飞行史上莱特兄弟发
明飞机时成功的12秒首次试飞。

质疑
IBM作为同一研究领域的竞争对

手，发表声明质疑量子计算机“200秒
对1万年”的运算优势，指认谷歌“量
子霸权”的说法误导公众。

“量子霸权”之争
谷歌宣布实现“量子霸权”
IBM发文“硬怼”：真的吗？

10月24日上午，中国铝业集团有限
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共
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关
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
书记调整的决定：姚林同志任中国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免去其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
务；免去葛红林同志的中国铝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上述职
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办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
到本月为止，葛红林任职中铝集团董事
长刚好满五年。2014年10月，他被任命
为中铝董事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四川
省成都市市长。

公开资料显示，葛红林生于1956年

4月，曾在国防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学习。1984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上海钢
铁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科研
处长、所长助理、副所长。

1998年，43岁的葛红林出任上海宝
钢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兼上海宝钢研究院院长。3年后，他调
任地方任职，从东部沿海地区来到成
都，出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后又担任成
都市市长。

从2001年来到成都，到2014年离
开，葛红林在四川整整工作了13年时
间。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赴
京转任一年半了，但“手机号一直没换，还
是用的四川号码”。只要听到成都的好消

息，他就高兴，“好像也有我的一份”。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2月 23日，主要从事矿产资源
开发、有色金属冶炼加工、相关贸易及
工程技术服务等，是目前全球第一大
氧化铝供应商、第一大电解铝供应商，
铜业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是经国
家相关部门备案的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之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铅锌企业。
集团现有所属骨干企业68家，业务遍
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资产
总额6400亿元，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
3000亿元，2008年以来连续跻身世界
500强企业行列。集团 6家控股子公
司实现了境内外上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葛红林卸任中铝集团董事长
曾答问本报记者：只要听到成都的好消息就高兴

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孙达尔·皮柴在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实验室的一台谷歌
量子计算机旁。

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制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鉴于

土耳其将停止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
动，美国将取消先前对土耳其施加的
制裁。

特朗普23日中午在白宫说：“今天
早些时候，土耳其政府告知美国政府，
他们将停止在叙利亚的作战和攻势，让
停火持久。”

特朗普说，鉴于这一情况，他指示
取消针对土耳其的制裁，除非发生“让
我们不高兴的事”

据新华社

葛红林。图据中铝集团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