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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无锡市审计局积尺寸之功、累严实之效，秉承
“团结、敬业、履职、一流”无锡审计精神，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和践行，抓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抓机关形象全面提升，今年
如愿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

一脉精神润壮志 数点梅花天地心

无锡市审计局以志愿服务给百姓幸福生活
“加码”，为“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添彩”，用青
春的激情打造最美的“审计名片”。健全志愿服
务制度体系，制定节日活动、学习雷锋活动、文
化体育活动、文明风尚传播等7个实施方案，做
到活动有方案，开展有依据，工作有督查，活动
见成效。组建无锡市爱审志愿服务队，先后派
出3批次共60名志愿者深入疫情防控一线，9
批次、25人次坚守火车站防疫，到无锡儿童福
利院、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等开展“走进‘星星
的孩子’”志愿服务，常态组织“爱护环境、从我
做起”清捡垃圾、“护樱有我、文明赏樱”“文明
出游我先行”等环保活动，为生态文明建设做
贡献；开展阳光扶贫活动，慰问贫困户，为他们
办好事、办实事，协调项目，3年来共协调项目
14个，协调、补助、捐资等共投入资金100余万
元，有效改善挂钩村（社区）基础设施，助力实现
脱贫。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创建工作永远在路
上。无锡市审计局将发扬持续作战、锲而不舍
的精神，工作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传递“温度”，
志愿服务在行动

养成文明好习惯，抓好道德讲
堂、志愿服务队、文明传播建设，利
用AO、OA系统和短信，传播文明
短信，把思想道德教育细化到具体
言行中。营造文明好氛围，建立荣
誉室、党建活动室、审计文化书屋、
审计文化长廊等，用先进文化占领
审计人员思想阵地。点亮文明新风

尚，与27家单位建立党建联盟共同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志愿者注册率
达100%，组织书画摄影、文体健身
活动，“身边的榜样”评选5批次、20
余人，“道德讲堂”每季度开展一次，
组织书画摄影、文体健身活动，“干
部家访”3年开展331人次、谈心谈
话556人次。

提高“广度”，人人参与热情高

坚持把开拓创新作为文明行
业、文明机关创建的核心动力，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
2015年以来，每年推出2至3项创
新举措，目前已经推出创新举措12
项，《中国审计报》19次、《中国审计
（杂志）》2次报道了无锡市审计局
创新做法。其中，容错纠错机制运

用审计实践属全国审计机关首创；
依靠行政力量“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的做法在2019年全省审计工作会
议上做大会交流；“审计发现问题整
改销号”，分别在省政府、省审计厅
召开的会议上做了经验交流，整改
问题金额达334.55亿元，实现了审
计发现问题整改全覆盖。

增添“亮度”，守正创新谋新篇

秉承着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承载着
上级审计机关倾情指导，无锡市审计局始
终把争创“全国文明单位”作为工作的目标
和追求，构建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勾画科学
务实的创建蓝图，夯实文明创建的工作节
拍。2015年，召开全市审计机关文明创建
工作推进会，在市文明办大力支持下，市领
导动员部署，新党组班子及时调整组织健

全机构，并作为“一把手”工程，将精神文明
工作与审计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
核，同奖惩，列为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内
容，实行目标倒逼管理，把软任务变成硬指
标。制定《无锡市审计局“全国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规划》《无锡市审计局文明创建任
务分解方案》，定节点、排工序，确保文明创
建活动有组织、按计划、有实施、取效果。

强化“力度”，全力以赴勇向前

无锡市审计局通过两手抓、两手硬，
推动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工作成绩颇丰。
审计项目连续3年荣获审计署表彰，7个
项目获省审计厅优秀，连续6年获市级机
关综合考核“第一等次”或“优秀”，39个
集体获全省先进集体、党组中心组学习示
范点、规范执法示范单位等市级以上表

彰，12人次获全省“十行百星”“全省审计
机关先进个人”等省级以上表彰，43人次
获“执法为民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等
市级以上表彰。一本本证书、一座座奖
杯，见证了无锡审计人在文明创建路上的
努力和付出，也昭示着他们文明创建的决
心和毅力。

永葆“热度”，久久为功成绩显

新华社海南文昌
12月16日电 记者
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12 月 16 日，长征八
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
成技术区相关工作
后，垂直转运至发射
区，计划于12月底择
机实施飞行试验任
务。

12 月 16 日 8 时
20分，承载着长征八
号遥一运载火箭的活
动发射平台，驶出发
射场垂直测试厂房，
平稳行驶、安全转运
至发射区。后续，火
箭将加注推进剂，按
计划实施发射。

长
征
八
号
垂
直
转
运
至
发
射
区

新
型
火
箭
月
底
首
飞

学术杂志《自然》（Nature）新闻与观点栏目评选出2020年
度十大科学发现。除了影响2020年全球人类健康的新冠肺炎
研究外，HIV治疗、冷冻电镜和快速射电暴等领域也受到关注。

今年的十大科学发现共涉及15篇学术论文，13篇发表在
《自然》，其余2篇发表在《科学》杂志。北京师范大学林琳博士
等人的快速射电暴研究入选。

这是已经转运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的长
征八号遥一运载火箭。 （新华社发）

物质起源之谜首个佐证

日本T2K中微子合作组研究
发现，轻子中存在 CP 对称性破
缺。该破缺难以捕捉观察，但可用
中微子来搜索。研究证明，缪子型
中微子转变成电子型中微子的概
率高于缪子型反中微子转变成电
子型反中微子的频率，有迹象显示
正反中微子行为存在差异。这可
能是解释宇宙中物质稍多于反物
质起源的第一个佐证。

臭氧“伤口”“愈合”

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及其随后的修正案禁止生产和使
用消耗臭氧层的物质。因此，大气
中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浓度正在下
降，臭氧层恢复的初步迹象已经出
现。研究显示，自臭氧恢复开始以
来，与空洞相关的环流效应已经暂
停，这种作用是各国履行《蒙特利
尔议定书》的直接结果。

史前精英墓地发现乱伦

爱尔兰的纽格莱奇墓已有
5000年的历史，这座大型精美古
墓被认为是给一位权贵精英建造
的。劳拉·M ·卡西迪等人研究了
农耕聚落的社会结构，并把重点放
在了埋葬在通道墓穴中的人。在
那里发现的人类遗骸中的古代
DNA揭示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极其
罕见的乱伦事件。这一发现让研
究小组推测，长眠在这座宏伟的古
墓中的精英们将乱伦作为维系王
室血统的一种方式。

卫星将绘制出地球上每一棵树

马丁·勃兰特等人报告了对覆
盖西非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130
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分辨率卫星图
像的分析，他们绘制了大约18亿
个树冠的位置和大小。而在此之
前，科学家从未在如此大的区域内
以如此详细的程度绘制过树木的
地图。商业卫星已经开始收集数
据，能够捕获一平方米或更小的地
面物体。这使陆地遥感领域开始

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

“激活并杀死”潜伏的HIV病毒

HIV病毒可能以一种潜伏的
形式隐藏在细胞中，几乎不转录或
根本没有转录，因此免疫系统无法
检测到它。科学家设计的“激活并
杀死”疗法旨在逆转这种潜伏期并
增加病毒基因的表达（激活），使隐
藏着病毒的细胞容易被免疫系统
杀死。两篇研究论文描述了对动
物模型的独特干预，其中一篇由麦
克布莱恩等人完成，他们将两种免
疫干预相结合。这两种干预治疗
方式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强劲和可
再现的病毒潜伏期中断。

果蝇为何挑食“破案”了

名 为 Drosophila sechellia

的果蝇是黑腹果蝇的近亲，它只以
有毒的诺丽果（海巴戟果）为食。

与它的食物多面手亲戚相比，
是什么让这个物种如此挑食呢？
托马斯·O·奥尔等人使用基因组
编辑工具CRISPR-Cas9 破获了
这起案件。研究发现，这种果蝇的
一种表达气味受体蛋白Or22a的
感觉神经元比其他果蝇种类更丰
富，该种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的微小
变化导致了果蝇对诺丽果的偏
爱。看来，即使是喜欢恶臭水果的
小苍蝇也能为我们了解大脑是如
何进化来塑造复杂行为的而提供
强大见解。

快速射电暴来源首次确定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三篇
论文科学家首次确定了一个快速

射电暴（FRB）在银河系内的起
源。有趣的是，快速射电暴还伴随
着一连串的X射线。这一发现是
通过将多台天基和陆基望远镜的
观测拼凑在一起而获得和理解
的。证明了磁星可以是快速射电
暴的起源。

低温电子显微镜获得清晰图像

科学家在《自然》上发文报告
了使用名为单粒子低温电子显微
镜(Cryo-EM)而获得的最清晰的
图像，这使得首次确定蛋白质中单
个原子的位置成为可能。研究人
员推动了低温电磁硬件的发展，也
推动了单粒子低温电磁分辨率的
重大进步。

干扰素缺乏可能导致新冠肺炎重症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
揭示了一个威胁生命的新冠肺炎
是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些研究表明，干扰素蛋白，
特别是I型干扰素(IFN-I)存在缺
陷可能是由于编码关键抗病毒信
号分子的基因发生遗传突变，或由
于抗体与I型干扰素结合并“中和”
干扰素而导致的。

I型干扰素的应答缺陷是如何
导致危及生命的新冠肺炎的？最
直接的解释是I型干扰素缺乏导致
了病毒复制和传播失控。然而，I
型干扰素缺乏也可能对免疫系统
功能产生其他后果。

“压力山大”之下，头发真会变白

一夜白头或许确有其事，人们
通常认为这极有可能是由压力引
起的。张冰（音译）等人发表在《自
然》杂志上的研究报告表明，去甲
肾上腺素是从支配突起的交感神
经系统神经元中释放出来的。极
端压力下或暴露于高水平的去甲
肾上腺素时，黑素细胞干细胞的增
殖和分化显著增加，导致黑素细胞
大量迁移而离开凸起，并且没有剩
余的干细胞来替代它们，这导致了
干细胞的衰竭，从而引起头发变灰
进而变白。 （科技日报）

“压力山大”之下，头发真会变白
《自然》公布2020年十大重要科学发现，中国学者的快速射电暴研究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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