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表数据】（截至2014年9月30日）

●共减少会议27.2%；减少文件21%；减少简报、内部刊
物362个，下降39.6%。减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447个，下降
27.7%； 减少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425个 ， 下降
33%；减少“一票否决”事项36个，下降42.4%。

●查处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赠送、接受礼品和各种有
价证券、支付凭证问题2个，查处7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
卡308人，上交金额72.74万元；查处公款大吃大喝、参与高
消费问题2个，查处3人。

●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公务用车145辆，清理清退违
规借（换）车辆32辆，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57916.58平方
米，停建楼堂馆所2个，面积达16500平方米。

●共叫停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5个 ，查处弄虚作假问题
4个 ，查处5人 。

●查处利用婚丧喜庆等事宜借机敛财案件2件， 查处2人；
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2件，查处5人；查处违规设置“小
金库”案件12件，查处金额351.466万元。

●清理清退在编不在岗207人； 清理清退编外大量聘用
人员517人。

●纠正豪华铺张办庆典晚会， 减少办庆典晚会111个，
下降41.6%；

●清理辞去高校领导干部在企业和社会组织兼职172人。

三湘快语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孙敏坚）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 省属各高校重点围绕社
会关注度高、群众和师生反映强烈、
制约学校内涵发展的18个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 以扎实的整改成效
取得广大群众、师生的认可和满意，
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汇聚起推动地
方高校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压缩“三公”经费超三成

【事例】
9月17日，衡阳师范学院一名教

师拿着公务宴请的发票来到学院计
财处报账。“对不起， 您的资料里缺
少一份当天宴请的原始菜单， 请补
齐后再来。”审核会计王贝贝仔细核
查相关凭证后对这名教师说。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为进
一步规范“三公”经费使用，衡阳师
院明确规定：在公务接待方面，实行

“四单”齐全报销制度（即审批单、经
费单、 原始菜单和正式餐饮发票齐
全）；在小车管理方面，每天用专版
公示车辆运行情况， 非工作时间车
辆钥匙集中管理等，有效控制了“三
公”开支。据统计，今年以来，该校的
公车使用费用下降21.4%，公务接待
费用下降30%，公款出国（出境）费用
减少100%。

【做法】
要求各高校按照中央《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制定本
校公务接待实施办法。 建立健全公
务接待审批制度， 细化并严格执行
公务接待标准， 对各类公务接待进
行严格审批、审计，不得接待无公
函的公务活动， 不得以举办会议、
培训等名义列支、转移、隐匿接待
费开支，严禁私客公待，从严控制
公务接待开支，严禁摊派、转嫁公
务接待经费。

省属各高校坚持因事定人的原

则，加强因公出国的计划控制、量化
管理和任务审批。 严格实行经费先
行审核制度，健全经费、任务联动审
批机制，凭任务批件报销费用，加强
经费审批的源头管理。 严格控制因
公临时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
不能安排照顾性、 无实质内容的一
般性出访，不能安排考察性出访，不
能摊派、转嫁出国（境）费用。加强对
出国（境）任务执行情况的联合监督
检查。

【数据】
截至9月30日，省属各高校共压

缩“三公”经费达4346.71万元，下降
30.67%；减少因公临时出国（境）79
批次，下降66.4%，减少人数313人、
下降59.5%。

整治师德师风问题“零容忍”

【事例】
6月上旬，长沙理工大学汽车与

机械工程学院大二学生彭蔚敏在例
行检查时发现， 学校计财处服务时
插队现象多，态度不佳，办事效率不
高。她将情况反馈给相关部门，根据
意见，计财处及时制定了整改措施。

教育实践活动中， 长沙理工大
学组织离退休老同志25人、 一线教
师14人和学生代表若干组成作风督
查团， 每天对机关单位作风进行例
行检查、临时抽查，在校园网上设立

“曝光台”，对发现的问题每周通报。
4月以来， 该校共对存在“迟到早
退”、“擅离职守”等行为的21名党员
干部进行了实名通报。

【做法】
各高校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服务

态度专项督查， 坚决纠正宗旨意识
淡漠， 漠视师生员工合理的利益诉
求， 不注重维护师生员工利益的行
为，纠正教职工对待师生、家长等群
众来访态度冷漠、办事拖沓，麻木不
仁不作为、相互推诿不担当等行为；

查处“吃、拿、卡、要”行为；扎实开展
“庸懒散”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整治
自由散漫、无故旷工、迟到早退、擅
离职守、私自调课，以及找人代课等
行为， 坚决杜绝教职工上班时间上
网炒股、玩游戏、观看娱乐节目、上
班时间外出办私事等现象。

加强对教职员工及党员干部在
师德师风方面的教育， 树立良好形
象；结合平时工作考评，认真对各综
合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进行评议；
通过设置意见箱、公布举报电话，畅
通群众反映意见的渠道； 定期或不
定期地开展明察暗访， 及时通报并
严肃查处违纪违规典型案例， 一旦
发现问题，各高校坚持“零容忍”原
则，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一律按上限
处罚。

【数据】
截至9月30日，省属各高校在发

展教育事业方面查处损害群众利益
问题24个，查处28人；查处“吃拿卡
要”问题2个，查处1人；查处“慵懒散
拖”问题236个，查处317人；查处在
项目审批中搞暗箱操作、 权力寻租
问题1个，查处3人；减少收费、罚款
项目9个；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
派问题5个， 查处5人， 涉及金额
11.5091万元。

铁拳清理滥支经费
800余万元

【事例】
7月中旬，邵阳学院计财处在审

批科研经费时发现， 某项科研项目
将不属于该项目支出的某出版社发
票20084元在项目中列支，有违规套
取科研经费的嫌疑。计财处
及时将资金追回归还原项
目，并对项目主管人提出了
批评警告。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邵
阳学院加强科研经费管理，

修订了《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进一
步加强经费预算管理， 建立预算评
审制度，严格经费使用审批流程，总
金额1000元以上的需经主管校领导
和科技、 财务、 审计等部门共同审
批。杜绝虚假票据，严禁以任何方式
违规套取科研经费，通过对近3年有
关科研经费支出票据进行清理，共
计纠正违规支出4例， 违规金额10.1
万元。

【做法】
我省出台并实施《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意见》，建
立健全涵盖校、院（系）、项目负责人
的分级管理体制， 扭转科研项目管
理“重争取、轻管理”的现象，建立科
研诚信档案、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优
化科研考核监督， 对重大科研项目
执行、科研经费使用、教师科研行为
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检查和监督。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 将纵向科
研经费和横向科研经费全部纳入学
校财务统一管理； 建立预算评审制
度，严禁重复购置资产，严格按照政
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编制预算， 严格
涉及外拨经费的论证审核； 规范预
算执行， 对于纵向项目严格按照预
算批复执行经费预算， 对于横向项
目按照合同规定执行经费预算；完
善科研经费支出审核制度， 严格票
据审核，杜绝虚假票据；建立公务卡
支付制度， 按规定发放给个人的劳
务性费用必须通过公务卡发放。

【数据】
截至2014年9月30日， 省属各

高校共查处虚假票据等滥开支经
费871.1万元，制订出台规范性制度
229个。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晒晒整改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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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高校：新成效汇聚正能量
本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紫霞 黄伟

电视剧《西游记》有这样一个情
节：朱紫国国王患病，孙悟空通过“悬
丝诊脉”，人未见面，就确诊国王患了
何种病情。这是神话小说里才有的情
节，今天却成了现实。

在今年9月底举行的中国大学生
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上，由国防科技
大学3名在校学员研发的“基于光纤
微震动传感器的脉象分析诊疗系
统”，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举夺得
全国特等奖。该系统通过光纤传感技
术，精确采集人体脉象信号，与中医
脉诊进行物理比对，从而全面掌握人
体健康状况，达到“悬丝诊脉”效果。

一根“丝”牵出“千头万绪”

“通过对比，你的肾脉象图上坡
陡下坡缓，可初步确定为肾阳虚。”10
月11日，在国防科大实验室，科研人
员正通过该系统给试验者做实验。记
者看到，科研人员把一个光纤传感器
放在试验者的手腕处， 再通过一根细
如头发的光纤连接到电脑上， 在脉象
分析诊疗系统处理终端的“破译”下，
试验者的脉搏信息被分解成肝、 脾、
心、肾等多种脉象图。

一根细丝，竟能达到如此神奇？
很难想象， 当初研发这一系统的团
队竟是3个光学专业的普通大学生，
他们甚至连绝大部分专业课都没有
学过。

“细如发丝，灵敏精巧……”这
是《应用光学》课程中对“光纤”这种
神奇材料的描述。也正是它的神奇，
将国防科大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
学员李一帆、 史炜和孙茂康拴在了
一起。

他们身边有一名学员是中医世
家出身，坐诊把脉是家传绝技，可他
却挚爱军旅， 携笔从戎。“父业难继，
难道神艺就此失传？” 为了不让同学
产生遗憾，同时也让国粹能够源远流
长，3人萌生了设计一种通过现代科
技实现中医诊脉的念头———首先通
过光纤传感初步提取并将脉象信号
物理化，再通过光纤光栅解调系统细
化信息， 最后通过中医医理进行比
对，使“悬丝诊脉”科学化、理性化、具
体化。

他们通过研究日本、美国等国家
在上世纪50年代研制出的脉搏传感
器发现，以往的研究所采用传感器只
是简单地提取脉搏波，对于细节没有
详细的描述，所测脉象单一，对于脉
搏波与脉象的对应关系也无法得出
明确结论。而鉴于脉象繁杂且多为叠
加重合的特性，只有致力于对脉搏波
细节的把握，才能使测量出的结果最
大程度上反映真实信息，达到精确的
对应关系。

探索和求知的信念如一根根晶

莹透亮的光纤， 连接着他们的希望
与梦想。经过多方查找资料、咨询教
员，他们终于证实了想法的可行性，
2013年10月，“基于光纤微震动传感
器的脉象分析诊疗系统” 的研究就
此起步。

一股“劲”成就“三位一体”

到底选择哪种光纤传感器作为
提取脉象信号的那根“丝”？如何解决
单模光纤在信号采集过程中易受噪
声影响这个难题？面对精密复杂的光
学仪器，3个专业知识几乎为零的本
科生不禁心生退意。

战场上不当逃兵，科研场上同样
不能当逃兵！3个年轻人决定从恶补
《光纤技术基础》开始。从此，3人的课
外生活便与书“为伍”：休息时间别人
在打球聊天，他们则深埋在“书海”；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加班室亮起的
灯光与他们做伴……

系统中的核心部件是高精度的
rainbow解调仪，而小组3人的分工合
作也如解调仪般默契配合，在“你来
我往”中“连轴转”：组长李一帆擅长
实验探究，主要负责成品材料挑选和
设计构思，组员史炜则主攻实验数据
处理和算法研究，而组员孙茂康就承
担起相关论文的归纳总结和准备参
赛答辩的任务。李一帆说：“每个人都
像是仪器中的一个‘零件’，一个都不
能少，同时又通过默契的合作，构成
这个精密的整体。”

历经10个月的时间，团队研发的
成品终于问世。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同
学们展示着自己的成果：将内附有光
纤传感器的特制手环佩戴在手腕处，
人体脉象通过一根细光纤传送至脉
象分析诊疗系统处理终端，就可准确
将提取出的脉搏信号物理化。 然而，
就在他们激动不已的时候，有人却给
他们浇下了一瓢冷水：人体脉象往往
为两种甚至多种脉象信号叠加而成，
要怎样确定测得的脉搏波形图与脉
象对应关系？

为了找到最真切的波形与脉象
对应关系， 他们在学员旅的帮助下，
随机选出一部分学员，作为样本采集
数据，再根据老中医专家的同步脉诊
结论，初步整理确定出6种脉象。与此
同时，他们还与湘雅医学院的中医专
家联合展开义诊活动， 一边人工把
脉，一边“悬丝诊脉”，最终确定所有
余下的脉象。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有效地提取并利用脉象信号，为中医
的科学性提供佐证，但这还只是个开
始。” 该系统的指导老师马丽娜对记
者说。

他们介绍， 这个系统推广后，可
以利用现有光纤网络组建远程医疗
体系， 让患者能够坐在家里“看中
医”，既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又降低
中医工作者的工作量，一举两得。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陈永刚）昨天上午，记
者经过长沙市银盆岭湘江大桥， 只见湘江两岸一
片朦胧，数百米外的福元路大桥完全看不清楚。记
者从长沙市环保局了解到，从昨天到今天，长沙遭
遇了今年入秋来最大一场雾霾天气， 部分点位空
气质量达到“轻、中度污染”；随着秋冬季节的来
临，长沙将迎来雾霾天气的高发期。

为什么入秋后尽管是晴天， 长沙也会出现
雾霾呢？ 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龙加洪解
释，长沙雾霾天气的形成是在不利的地形条件、
秋冬季节不利的气象因素共同影响作用下形成
的。

龙加洪表示， 雾霾天气的形成跟长沙的地形
结构有很大关联。长沙处于湘江谷地，呈开口朝北
的马蹄形结构，进入秋收季节以来，长江中下游水
稻主产区大面积焚烧秸秆， 所产生的烟雾随着北
风吹入长沙，却难以顺畅地扩散出去；同时，入秋
以来白天气温较高， 夜晚气温较低， 昼夜温差在
10℃以上， 较大的温差在长沙形成了逆温层，“简
单地比喻，长沙上空就像盖了一个‘锅盖’。”龙加
洪说，长沙秋冬季以西北风为主，西北风与西南暖
湿气流在中部地区形成对峙， 导致从北方和南方

来的污染物在该区域积聚， 加上长沙本地生产生
活产生的扬尘、机动车尾气等大气污染物，以及近
段时间以来全市未有明显降水等因素， 共同导致
了长沙近期的雾霾天气。

据气象预报，11日晚至12日，长沙将迎来短
暂冷空气降温。龙加洪表示，这可能缓解近期的
雾霾天气。 但从长远来看， 随着秋冬季节的到
来，长沙将迎来雾霾天气的高发期，市民需注意
防范。

为应对不利气象条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今
年，长沙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将依据职能，加大对工
业企业及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垃圾焚烧等的
监管。长沙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环保部门将加大

巡查、突击检查力度，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确
保各类涉气污染防治措施正常运行；联合城管、住
建等部门加强对施工工地的监管力度， 督促施工
方按要求完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强化渣土运输
规范作业；同时，加强机动车环保标志的管理，促
使黄标车加快淘汰， 有效降低机动车尾气对城市
PM2.5污染的影响。

全市除通过环保部卫星遥感24小时监测火
点信息外，还实行“110”24小时巡查制，各区、县
(市 )政府将组织执法队，严厉查处垃圾、秸秆焚
烧行为。长沙市环保局呼吁全体市民积极参与、
监督、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共同呵护长沙的
蓝天白云。

一根细丝能测人体脉象
患者可坐在家里看中医

国防科大攻克“悬丝诊脉”难题

长沙进入雾霾高发期
●10至11日遭遇了入秋来最大一场雾霾天气
●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详解雾霾成因
●11日晚开始冷空气降温可能缓解雾霾天气

欧阳金雨

近日，长沙市芙蓉区城管局针对
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小商小贩等占
用盲道的行为，尝试开具 “体验式罚
单”。何谓“体验式罚单”？因占用盲道
而接受处罚的当事人被要求蒙上眼
睛在盲道上走一段，体验盲人在有障
碍的盲道上行走的不便。（10月11日
湖南在线）

平心而论，比之简单生硬的罚款
罚分或空洞直白的批评说教 ，“罚走
盲道”的体验式执法方式 ，能够让当

事人更直观，也能更深刻体会到自己
的错误 ，同时 ，这一过程对于其他人
也是一种很生动的教育。

再深入一点，“体验式执法”倡导
的是换位思考的行为模式。身处公共
空间，每个人都有具体而微的利益诉
求，当您为了一己之便 ，想要侵占他
人的方便时， 不妨多多换位思考。从
这一角度讲，“体验式执法”的创新更
值得推崇。

所谓 “千里之行 ，‘驶 ’于文明 ”。
有了彼此的尊重，相互的体谅，文明、
安全的出行环境何愁没有？

为“体验式执法”点个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