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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廖湖波 兰志荣

100多万条数据1个月轻松
“搞定”

100多万条数据要在1个月内“搞
定”？ 2011年夏天， 湖南债务审计进入
关键时刻， 审计人员面临一个前所未
有的难题。

摸清债务总体情况， 确保汇总数
据真实可靠， 才能为分析问题提供准
确的参考依据。 但全省数据量多达100
万条以上， 需要汇总的表格有10多张；
各个市县情况又不完全相同， 仅靠现
有的计算机软件不能解决问题， 用人
工方法汇总数据、 纠弊查错， 更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办？ 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谢
孔日。

谢孔日急大家之所急。 每天一大
早， 他冒着酷暑， 前往各个被审计单
位了解情况。 收集完情况后， 经过一
周通宵达旦钻研， 开发出一款功能强
大、 方便适用的汇总数据软件———《表
格汇总程序 （债务审计专版）》， 集检
查验证、 智能数据采集、 自动撰写报
告等多功能于一体。

运用这款软件， 全省债务审计顺
利完成数据汇总， 并自动分析生成结
果，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保障了全
省债务数据的准确与完整。

今年8月， 这款软件得到审计署认
可， 并在全国推广， 为全国政府性债
务审计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

在湖南省审计厅， 谢孔日是个大
忙人。 常常是这边审计组的问题还没

处理完， 又接到另一个审计组的求援
电话。 “每年有1/3以上的时间呆在一
线。” 谢孔日说。

在金融审计中， 谢孔日开发的信
贷审计程序能迅速锁定疑点， 只要导
入数据， 电脑仅需10多分钟自动运算，
就能快速生成20多个疑点表。

他开发的个人所得税计算程序，
速度快、 查找问题准。 通过该软件，
2010年湖南省审计厅查出全省被审计
单位少交个人所得税1680多万元。

2012年， 审计署统一组织全国社
保资金审计。 这是我国审计史上规模
最大、 被审单位信息化程度最高的一
次审计。 谢孔日不仅提前介入， 改进
软件功能， 减轻数据采集难度， 而且
为解决不断遇到的新问题， 加班加点
对软件进行21次升级。 期间由于劳累
过度， 其体重锐减20多斤， 并一度晕
倒在电脑桌前。 90多天的日夜奋战，
他逐个攻克技术难关。 湖南社保资金
审计走在全国前列， 谢孔日立下了汗
马功劳。

门外汉成审计领域计算机
专家

别看现在的谢孔日把计算机“玩”
得这么得心应手， 17年前， 他是个彻
底的计算机门外汉。

1996年， 还在资兴市林业局工作
的谢孔日与计算机结缘。

那年夏天， 林业局来了两名湖南
农业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 他们将
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财务管理。 一项单
位目标奖评定工作， 以往需要花几天
时间， 经其用计算机编程， 半小时就
完成了任务。 “真是一件神奇的事

情！” 从此， 谢孔日就被这个叫做“电
脑” 的家伙给吸引住了， 下定决心自
学计算机知识。

零基础的他， 白天工作， 晚上回
到住处啃书本。 大热天， 一坐就是一
整天， 全神贯注于计算机学习， 竟不
觉得酷热难耐。 经过多次练习， 反复
操作， 他终于摸着门道， 慢慢熟能生
巧， 应用自如。 那时单位应用的还是
DOS操作系统下的财务系统， 很不方
便， 谢孔日独立开发了一个在WIN-
DOS操作系统下的财务系统， 并以家
乡东江湖的名字命名为“东江会计系
统”， 初试牛刀， 效果很好。

2004年， 调入资兴市审计局工作
后， 谢孔日有了新的目标： 将计算机
技术应用于审计。

白天， 他一次又一次地对那些繁
复而枯燥的数据进行分析。 夜晚， 就
像放电影一样， 他一遍又一遍在脑海
里揣摩各种数据， 编写出一条条SQL
（结构化查询语言） 语句。 有时半夜有
了灵感， 又连忙打开电脑进行数据分
析。 经过夜以继日的反复测试， 他将
计算机审计方法钻研打磨得更加实用，
更加通俗易懂。 2005年， 他编写的

“资兴市中医院药品违规加价AO应用
实例”， 成为湖南省审计系统首个在审
计署获奖的AO应用实例。

2007年， 谢孔日作为计算机专业
人才， 调入湖南省审计厅工作。 在这
里， 他找到了更加广阔的施展拳脚的
舞台。

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
3.8亿元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审计领域的深

入运用， 谢孔日越来越忙。 在审计战
线奋斗的10年中， 谢孔日开发了30多
项软件， 包括关联审计程序、 个人所
得税程序、 审计文本处理程序、 信贷
审计程序等。 这些软件被广泛运用于
金融、 财政、 税务、 水利、 企业等各
项审计中， 据统计， 已为促进增收节
支和挽回损失3.8亿元。

为让开发的软件更容易上手， 谢
孔日总是一遍又一遍揣摩程序的每个
细节， 哪里不妥就重新换一种语句，
哪里不优就寻找一种更好的方法。 如
针对审计人员难以很快掌握SQL的问
题， 谢孔日自主研究出一种“按钮式”
语言， 即将SQL语言通过变量化处理，
提升为通用的SQL语言， 并用审计脚
本语言制作成一个个按钮， 使审计分
析变得简单又直观。 据统计， 谢孔日
共开发了财务账套处理、 财务数据自
动审计、 业务数据交互审计等177个审
计方法， 极大地降低了计算机审计应
用“门槛”。

谢孔日不仅自己多年如一日地琢
磨、 研究， 还通过“传帮带” 培养了
1500多名计算机审计骨干。 这些“徒
弟” 既精通审计业务， 又掌握了信息
技术这把“金钥匙”， 是现代审计亟须
的复合型人才。 他们遍布湖南各地，
活跃在一个又一个重大审计项目现场，
利用信息化先进技术， 守护着国家财
产，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无私奉献的精
神，让谢孔日赢得不少荣誉———他曾被
省政府授予一等功，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 荣立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
三等功和全国社保资金审计二等功，被
审计署评为计算机审计领军人才。

本报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张金泽

郭薪：要通过城乡一体化，
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让百姓
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

“推进城乡一体化， 是我
们目前最大的民生事业。 要通
过城乡一体化， 让群众共享发
展成果， 让百姓生活得更舒
适、 更幸福。” 近日， 嘉禾县
委副书记、 县长郭薪接受记者
采访， 谈起民生工作时说。

郭薪介绍， 近年来， 嘉禾
县立足县情， 按照就地城镇
化、 农民市民化的思路， 大力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不断完
善城乡基础设施。 目前， 城乡
供水一体化二期工程已完成，
可解决城乡20.5万人饮水安全
问题； 其三期工程完工后， 可
实现全县行政村自来水全覆
盖。 同时， 全县92%的行政村
通了水泥路， 构建了10分钟到

乡镇、 20分钟到县城、 30分钟
上高速的便捷交通网。 还有
87%的行政村通了公交车， 今
年底可实现全覆盖。

嘉禾县还全面铺开城乡清
洁绿化亮化工程和乡镇“八个
一” 工程， 即力求每个乡镇都
有一套规划、 一条样板街道、
一条镇村一体化示范带、 一个
主题广场、 一个规范性市场、
一个特色产业 （特色产业园）
或标志性企业、 一个星级农
庄、 一个标准化政务小区。 近
两年， 全县共投入 3.8亿元 ，
用于城乡清洁绿化亮化工程，
完成造林7.8万亩， 建成游园
106个， 并打造了九老峰及桂
嘉路沿线风光带等一批精品景
区、 景点。 95%的村配了环卫
设施、 建了保洁队伍， 实现生
活垃圾“日产日清”。 通过开
展“点亮嘉禾” 行动， 县城背
街小巷、 乡镇镇区和122个行
政村主道实现亮化。

郭薪说， 为加快公共服务
向农村延伸， 嘉禾去年还争取
成为了全省农村社区建设实验
全覆盖试点县， 全面推进农村
社区建设。 各农村社区都建有
公共服务中心、健身场所、医疗
卫生室、阅览室、文化娱乐室、
农家店、 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
点等，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
基本公共服务。

“人民群众心中都有一杆
秤，政府工作努不努力、干得好
不好， 都会在这杆秤里如实反
映出来。 ”郭薪表示，他们将继
续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通过城乡一体化
建设这一载体， 努力建设城乡
普惠性社会。

本报10月21日讯 (通讯员
郭容志 秦亮 记者 周小雷 ) 近
日， 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在
长沙举行部分预任军官任职命
令大会， 任命长沙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主任李克明等121人为预
备役军官。

今年以来， 湖南陆军预备役
步兵师全面建设成绩显著： 部队
思想政治建设成效明显， 军事斗
争准备稳步推进， 遂行多样化军

事任务的能力不断提升。 据统计，
该师今年已参加抗旱救灾、 扑灭
山火等急难险重任务12次， 特别
是7月出动官兵500余人次， 分赴
茶陵、 湘潭、 冷水江等地执行扑
灭山火任务， 转移群众300多人，
有力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 该师在参加广州军区预备
役部队基础科目比武中， 所有参
考课目全部优秀， 综合评定战区
排名第一。

本报讯 原省经委副主任、
原省电力工业局局长、正厅级离
休干部杨子云同志因病于2013
年10月18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7

岁。
杨子云同志1917年12月出

生于河北省威县，1937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3月离休。

10月20日，吉首市的小
朋友与家长在爱心跳蚤市
场分享学习用品和玩具。当
天，该市德雅第一幼稚园在
乾州市民广场开展爱心跳
蚤市场活动。 姚方 摄

让繁杂审计轻便起来 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
———访嘉禾县县长郭薪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曾楚禹 吴希
通讯员 李如辉）金博会带来金融热持续升
温。10月19日，金博会落幕当天，在长沙天
心区举行的一场“冷门” 的金融业务研讨
会———实体企业与货币市场研讨会， 爆出
了两大“热门”。

一是参会人数，主办方计划邀请120余
人，但消息传出后，很多中小微企业主闻讯
赶来， 现场人数远超计划数； 二是提问环
节，会前主持人怕冷场“埋伏”了专人提问，
但到了提问环节，参会人员争相举手，提问
话筒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埋伏”的
人反而没抓到提问机会。

会议还没开始， 面积100多平方米的
会场已座无虚席，后面不断有人挤进来“旁
听”。专程从深圳赶来逛金博会的小型IT企
业主曾智说，以前融资要不找银行贷款，要
不找亲戚朋友拼凑， 为企业发展磨破嘴皮

跑断腿，好难。这次逛会，无意中捡到了票
据贴现融资这条大鱼。

据此次研讨会主办方———不久前正式
落户长沙天心区的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票据贴现能帮助中小微企
业解决融资困难。 目前，已有一大批中小微
企业通过“撮合”，满足了融资需求。当天研
讨会的主题也围绕票据市场及短期融资市
场未来发展趋势、中小微企业如何识别和规
避票据贴现市场风险等展开。

“今后，我们要多举行这样牵线搭桥的
对接会， 为区内中小微企业、 金融机构谈
‘婚’论‘价’提供平台。”天心区金融办主任
彭明霞认为，中小微企业发展融资难，银行
信贷又找不到优质客户， 如果有更多像上
海普兰这样的金融服务机构充当“月老”，
就能活跃票据交易市场、 降低实体企业融
资成本。

“冷门”变“热门”

票据贴现融资受中小微企业追捧

100多万条数据在1个月内完成汇总， 还可自动纠错。 省审计厅计算机专家谢孔日为政
府性债务审计开发的软件， 得到国家审计署认可， 近日在全国推广应用———

湖南预备役师举行任职命令大会
121名预任军官获任命

郭薪 通讯员摄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吴希）
“明德学堂在省城学生界颇负盛誉……时
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毛泽东曾在新民学
会《本会总记》中写道。 今天，在长沙明德中
学成立110周年之际，由湖南广播电视台金
鹰纪实频道和明德中学合作推出的全国首
部反映民国教育的大型剧情纪录片《明德
方兴》首播式，以及梳理该校110年办学历
程、总结办学经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丛书首发式，在明德中学新校区举行。
《明德方兴》 共10集， 以著名教育家

胡元倓办学经历为主线， 讲述了从辛亥革
命到驱张运动、 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
明德中学作为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的艰辛
历程与辉煌成就。 《大学之道， 在明明
德》 丛书共8本， 描述了明德人以“磨血
育人” 之精神， 在艰难环境中书写着教育
传奇。

首部民国教育剧情纪录片

《明德方兴》首播式在长举行 本报 10月 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易浩 蒋运国 ）
记者今日从南航获悉， 由于东
北地区出现大雾天气， 能见度
达不到航班起降标准， 南航取
消了今日黑龙江分公司全部航
班以及在哈尔滨机场进出港的
所有82班航班， 包括长沙黄花
机场进出港的4趟航班。

据介绍， 此次取消航班中

涉及进出长沙机场的航班为：
CZ3743哈尔滨-长沙、 CZ3744
长沙-哈尔滨、 CZ3126哈尔滨-
天津-长沙和CZ3988哈尔滨-济
南-长沙。

南航表示， 将通过短信、电
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受影响的旅
客，为旅客妥善办理退票或改签
服务， 具体可咨询客服热线
95539或当地南航直属售票处。

受大雾天气影响

南航取消飞哈尔滨全部航班

杨子云同志逝世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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