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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左丹）
透明计算桌面终端、透明计算自助服务终
端、透明智慧手表……今天，中南大学、英
特尔、湖南新云网科技在长沙联合发布透
明计算系统产品， 并宣布进入量产阶段。
这也是英特尔首次命名并发布自己在透
明计算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成果。

透明计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
大学校长张尧学研究团队早在2004年提
出的一种在时空上扩展冯诺依曼结构、把

信息存储、运算和管理分开的计算理论和
方法。其被国外同行认为是“先于云计算，
并包含云计算”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英特尔在透明计算领域已有持续10
年的研发投入， 并在2012年设立了中南
大学—英特尔透明计算联合实验室。

此次发布的产品，共3大系列，即透明计
算桌面终端、透明计算自助服务终端、透明
智慧手表，均基于英特尔透明计算软件解决
方案的基础架构，依托于中南大学—英特尔

联合实验室，以透明计算理论为指导，最终
由湖南新云网科技推广应用。

英特尔透明计算软件解决方案将计算
机系统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进行逻辑分
离，利用流式执行，为用户提供可控的个性
化云计算服务，具备强大的技术领先性。

此次推出的透明计算系统产品广泛适
用于办公、医疗、教育等市场，具备多重优
势：使用简单，终端即插即用；运维便捷，终
端统一管理； 可靠性高， 云端存储不怕病

毒；按需服务，跨平台多元化场景；节能环
保，高性能低功耗。

目前透明计算产品已在湖南医疗、建
筑等领域推广应用， 销售产值已达13亿元。
张尧学表示：“通过这几年的应用实践证明，
透明计算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各种新型
网络终端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实
用价值。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物联网
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透明计算必将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产业化前景光明。 ”

透明计算产品来了
英特尔首次公布透明计算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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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①）
“这些年，省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严
明党的纪律，积累了不少经验，为制定
《意见》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陈平其
介绍说，省委出台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实施意见、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以及
“两个责任”操作手册等制度文件，是我
省深入总结党内监督方面的实践创新
成果。

“《意见》 不仅强化了党委主责监
督、纪委专责监督，特别提出要坚持把
践行‘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
作为党委监督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还完
善了各级党委（党组）的监督制度。”陈
平其说，这包括组织生活制度和民主生
活会、党内谈话制度（提醒谈话、诫勉谈
话）、干部考察考核制度、述责述廉和领
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党的领
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制度等。

党内监督须紧盯“关键少数”
《意见》指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

督。这就突出了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
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
导干部， 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严的要
求。

“突出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为
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带动党风政风民
风进一步好转。” 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严华认为，“一把手”又是“关键中的关
键”，发挥好“一把手”的示范表率作用，
对管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强
对“一把手”监督的有效性。

严华说，党内监督的任务是确保党
章党规党纪在全党有效执行，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 重点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
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
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
党宽松软问题，保证党的组织充分履行
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全体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领导干部忠
诚干净担当。

严华认为，《意见》明确对一把手的
监督要求， 多设置聚焦一把手的监督

“探头”，畅通监督渠道，加强党组织、党
员和群众对一把手的监督。这就告诉我
们，上级党组织要多了解下级一把手的
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多注意干
部群众对下级一把手问题的反映，多听
取下级领导班子成员对一把手的意见。
上级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要经常约谈
下一级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及时监
督和提醒。加快建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
配偶、子女及直系亲属担任公职和社会
组织职务等备案管理制度，从严规范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行为。

党内监督要做到“全覆盖”
“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

机关专责监督， 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
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
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意见》 明确了
构建党内监督体系的“五种监督”形式。

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王芝
华解释道，《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党
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承担主体责任，
各级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
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
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纪委在党内监督

中的专责，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
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王芝华说，《意见》体现了自上而下
的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相
结合的原则，既对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
如各级党委、 纪委的监督作了明确规
定，也对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如基层组
织和党员的监督作了具体规定；体现了
对党员的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
的原则，对全体党员的监督提出了明确
要求， 有利于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基
层，推向全体党员；体现了党内监督与
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接受党内
监督，也要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的
监督。

“要进一步发挥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
的利剑作用。”王芝华介绍，《意见》要求紧
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深化
政治巡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 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
对党的组织做全面“体检”；要求更好发挥
派驻监督的“前哨”作用，加快纪检派驻机
构的全覆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向新的
更高境界。在落实好党内监督各项制度措
施的同时，还要发挥好国家监察、法律监
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的作
用，调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形
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

“外疾之害，轻于秋毫，人知避之；内
疾之害，重于泰山，而莫之避。”王芝华表
示，对于从严治党来说，不论是纪律建设、
作风建设，还是反腐败斗争，都离不开有
效的党内监督。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
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湖南省纪委宣传部供稿）

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紧接1版②）作为核心的长株潭3市，2015年总人口1425万，
实现GDP1.2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027.6亿元，分别占全省
21%、43.2%、40.9%，分别比2011年增长3.8%、50.2%、96.5%。

5年来， 我省坚持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型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新路，圆满完成了试验区第二阶段目标任务，实现了
第三阶段良好开局。先行先试，率先形成了有利于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新机制，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积累
经验。发展两型产业，率先积累了传统工业成功转型的新经验，
让产业结构变“轻”、发展模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积极探
索，率先形成生态型、集约式、现代化城市群发展新模式。

在加快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建设的同时，湖南不断深化两
型改革试验，积极推进全省生态文明改革建设，绿色日渐成
为湖南发展主色调。绿色规划初成体系，绿色改革形成特色，
绿色转型纵深推进，绿色整治集中攻坚，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紧接1版③）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的方针，遵循“团结—批评—团结 ”的
原则，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要敢
于动真碰硬。防止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
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自觉抵制
“话不磨圆不出口”， 杜绝对上级放 “礼
炮”、对同级放“哑炮”，对下级放“空炮”；
坚持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在是非问题上
不“和稀泥”；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率
先垂范，带头开展严肃的相互批评，带头
从谏如流、敢于直言。

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要坚
持实事求是。 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多
敲“当面锣”、少敲“背后鼓”。说话要有证
据，不搞捕风捉影。要以理服人，不靠强制
压服。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借
批评之机，捏造诬陷。

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要坚持
充分的民主生活。既要有“辣味”，站在党性
的高度，以前瞻的眼光、真诚的态度、刮骨疗
毒的魄力，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大排查、大
检修、大扫除；又要有“苦味”，时时砥砺、不
断交锋， 在砥砺中清除思想上的污垢和灰
尘，在交锋中荡涤行为上的懈怠和散漫。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无论批评还
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 是对同志、对
自己的真正爱护”，要“大胆使用，经常使
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我们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意见》的具体要求，用好用活批评与自我
批评这个有力武器， 严肃认真提意见，满
腔热情帮同志，使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
熔炉”越烧越旺。

用好批评与
自我批评这个武器

娄底开启精准医疗模式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段云行 康承贵 黄小红）今天上

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中国
遗传药理学和药物基因组学的开拓者、个体化医学奠基人周
宏灏院士领衔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娄底市中心医院正式成
立，开启了娄底市“量体裁衣”精准医疗新模式。

周宏灏院士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临床药理学和
遗传药理学教学和研究，在国内率先倡导基因导向个体化用
药，创建了我国首家个体化用药咨询中心，开发了首张个体
化药物治疗基因芯片。

娄底市中心医院是娄底唯一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
防与保健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院士专家工作
站计划今年年底在该院肿瘤科率先开展肿瘤个体化用药基
因检测服务及个体化用药治疗；明年全面开展非肿瘤个体化
用药基因检测服务、疾病风险预测、早期筛查及预后预测检
测服务等，检测范围将覆盖临床各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