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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名片】
彭宇明，男，1987年出生。省儿童医

院普外科医生，省医学会普通外科专业
委员会小儿普外科学组秘书，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精准医学与肿瘤MDT专业
委员会儿童复杂肿瘤学组委员，兼任省
儿童医院肝移植项目秘书。 荣获湖南
省直青年五四奖章，第十五届湖南医学
科技奖三等奖。

【故事】
5月26日上午，星期天，省儿童医

院外科大楼和往常一样忙碌，病房里孩
童的欢笑声夹杂着阵阵啼哭。 普外科
医生彭宇明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簿,和
家属张林芝沟通患儿熙熙的治疗方案。

彭宇明的本子上共记录着32例患
者信息，其中20例已完成肝移植手术，
其余的在等待手术。

两年前，紧捏2000元钱，张林芝抱
着几个月大的儿子熙熙向彭宇明求助，
孩子患有胆道闭锁， 需做肝移植手术。
彭宇明找到做公益的朋友募捐，一晚上
凑集22万元，助力熙熙顺利完成手术，
并解决后续治疗费。

“没有彭医生的妙手仁心，我儿子
早不在了。”为了感谢救命恩人，张林芝
从邵阳老家捎带几蔸大白菜和两只鸡，
“白菜里偷偷塞了2000元钱， 第二天，
彭医生把钱转到熙熙诊疗卡上。 ”

幼年时期，彭宇明就萌生行医梦想。
彭宇明的爷爷早年是位军医， 退伍后回
到老家湘西永顺，成为村上的赤脚医生。
他每天随爷爷走村入户出诊， 时常翻阅
《本草纲目》《内科诊疗手册》等书籍。

“爷爷热爱医学，为之奉献一生。老
人有本发黄的账簿，上面密密麻麻记载
村民所欠医药费，这个2元钱，那个3元
钱。 我家穷，爷爷却从不催账。 ”彭宇明
孩童时已领悟，医者仁心是一种责任。

2015年， 彭宇明从南华大学医学
院硕士毕业，进入省儿童医院普外科。

2017年5月，省儿童医院和湘雅二
医院签订儿童活体肝移植合作项目，彭
宇明被任命为项目组秘书。他将解剖性
肝切除理念首次引入儿童肝脏肿瘤治
疗体系，参与完成腹腔镜技术在小儿普
外科疾病中的应用项目，该项目获湖南
医学科技奖；首次将吲哚菁绿荧光染色
显像技术引入儿童肝胆手术和胃肠手
术中，刷新国内儿童专科领域空白。

近两年来，彭宇明参与完成儿童肝
移植手术十几例，负责治疗肝移植术后
儿童，并随访他们至成年。

2018年底，因没能找到合适肝源，
年幼的小龙病逝。小龙的父亲谭春羊把
剩余的20余万元善款捐给同科室其他
病友，“彭医生曾经冒着大雨连夜驱车
往返8个小时，带着爱心人士来我家考
察， 为小龙募捐32万元， 让我感动一
生。 ”

“医药有穷尽，唯有不竭的爱能照
亮受苦的灵魂。”彭宇明说，医者最痛苦
的时刻， 莫过于面对生命消失时的无
力。

在同事杨红梅眼中，彭宇明永远置
病人利益于首位，“他手术中看起来的
毫不费力，只因术前做了很多努力。 他
可以连续几天研究CT片子，注满标记。
虽年轻，却能驾驭很多高精尖手术。 ”

每一次面对复杂病患，彭宇明都要
组织MDT（多学科诊疗团队）讨论，反
复讨论制定多套手术方案。他形容自己
是“刀尖上的舞者”，“手术室一扇门的
厚度，却是生与死的距离，医者操控‘生
命之门’，必须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

彭宇明：

医者仁心
是一种责任

� � � �彭宇明 通讯员 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唤醒“沉睡”数年的
8000多万保证金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源 李中海

“保证金退还速度很快，给我
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5月中
旬，湖南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运
营部部长谭娟兴奋地告诉记者。

今年3月， 她所在的公司投标
一工程项目，在湘潭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缴纳了20万元的保证金，只
过了3天， 保证金就退还到了公司
账户上。

鲜为人知的是，此前，像这样
的投标保证金，曾有一大笔在湘潭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沉睡”了数
年。 为何曾有这么一大笔保证金应
退未退，而如今退还又如此迅速？

这还得从湘潭市纪委监委驻
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的一次“拉家
常”说起。

一次谈话“牵”出“巨款”
2018年6月， 湘潭市纪委监委

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赵正
云带队，来到监督单位湘潭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对领导班子成员和
中层干部开展廉政谈话和账务监
督检查。

“赵组长，有些工作我们推动
起来感到很吃力，能不能帮我们支
支招？ ”谈话过程中，一位干部向纪
监组“诉苦”。

这名干部透露，该中心投标保
证金账户目前滞留了数额不小的
保证金，可是保证金清退需要代理

机构申请、 监管部门盖章同意，该
中心只是代收代退，没有相关职责
和权限。

“这样吧，你们先把情况摸底
造册，我们也回去研究一下，再给
你们答复。 ”赵正云说。

据了解，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成立于2015年，是该纪监组综
合监督单位之一，由原工程建设交
易、土地矿权交易、国有产权交易、
政府采购等机构组成。

此事属于监管单位的具体业
务，纪监组管还是不管？ 该怎么管？
“依法退还投标保证金，是推进‘放
管服’、优化营商环境、减轻投标企
业负担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不能
视而不见。 ”很快，大家达成共识：
要管，而且要管好。

“根据国家、省政府有关招投
标管理办法，为防止投标人违约等
情况出现，在招投标活动中需预先
缴纳一定的投标责任保证金，一般
是招标项目估算价值的千分之二
以内。 ”赵正云告诉记者，按照程序
设定，这笔钱一般在中标结果公示
后5个工作日内应予以退还， 部分
可转为履约保证金或中标工程价
款。

经过两个多月摸底调查，拿到
统计结果后，他们吓了一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从2015年成立至
2018年6月30日期间， 共有未退
（转）保证金752笔，金额11120.18
万元。 其中应退（转）451笔，金额
8314.49万元。

集中力量组织清退
5天之内应退还的， 为何资金

沉积下来这么多，有的甚至数年？
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

史和平介绍，通过前期摸底统计分
析，其中既有2015年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成立之前的历史账务，也有
各县（市）交易中心撤销之前滞留
的账务，再加上未签合同、项目停
工、退付凭证丢失、业主单位人员
变化等客观因素，有的直接选择放
弃办理，造成了沉积。

此事涉及到财政、国土、住建等
相关监管部门以及各代理机构，且金
额庞大。纪检监察组及时向市纪委书
记、 市监委主任胡卫兵进行了汇报。
胡卫兵高度重视，指示由市优化办牵
头，成立清退小组，立即着手保证金
清退工作。

2018年10月24日， 湘潭市依
法清退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投标保
证金工作会议在市纪委会议室举
行，标志着全市依法开展投标保证
金清退工作拉开帷幕。

会上，针对不同情况，清退部门
按地域、监管部门、代理机构进行分
门别类，制定了相应对策，并通过宣
传平台和主动打电话联系等办法，主
动告知清退事项。市纪委常委彭小英
明确：“这项工作问题很清楚，政策很
明确，不存在什么模糊地带，这次行
动应该打成一个歼灭战。 ”

通过5个多月“攻关”， 截至
2019年3月， 该市清退办已完成清

退范围内退（转）440笔，完成应退
笔数的97.56%。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
“清退不是目的，清旧账不产生

新账，防止保证金再度滞留才是我们
的初衷。 ”湘潭市清退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保证金清退工作给大家敲
了一次警钟，“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
业负担，不是一句口号，而应体现在
实实在在的行动上。 ”

为了让数据多跑路、 企业少跑
路，湘潭建立了网上交易平台，实行
了公共资源全程电子化交易。 如今，
进场交易的项目投标保证金，在中标
公示期满后，未中标单位保证金由交
易中心从网上直接退付，不再需要监
管部门盖章同意。企业从报名到开标
再到保证金清退，全流程实行电子化
交易，既有效防止围标、串标，也省去
了来回跑的麻烦， 提高了办事效率。
各行政监管部门还建章立制，进一步
加强了对代理机构的监管。

清退保证金一事，也让派驻纪
检监察组进一步意识到：加强日常
监督和精准监督至关重要。 以驻市
发改委纪监组为例，他们2018年共
发现监督单位廉政防控风险点184
个，目前正在逐项化解当中。

“作为‘不走的巡察组’、监督
的‘前哨’，纪监组将继续探索行之
有效的监督方式方法，让监督长出

‘牙齿’，让高压线‘带电’，坚决维
护好监督单位的政治生态。 ”赵正
云说。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晗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 ） 5月
28日， 长沙市“互联网＋群防群
治” 平台星城园丁APP上线满2
月。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了解到， 2个月来， 星城园
丁APP交通违法举报功能模块共
收到交通违法举报48841起， 经审
核通过录入公安交通违法综合管
理平台14492起； 发放奖金12942

笔， 金额达389560元。
从举报数据看， 群众举报最

多的交通违法是机动车违停举报，
达13388起； 举报最多的路段是雨
花区迎新路 （中意路至万芙路路

段）， 该路段违停举报达到5935
笔， 举报数量接近于排名第二至
第十的路段举报量的总和。 长沙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 星城园丁APP上线以来， 充
分发挥了市民参与城市交通管理
的积极作用， 对提升道路交通秩
序具有重要作用。 今后， 长沙交
警将结合路面情况， 逐步扩大违
停举报范围。

长沙星城园丁APP上线
2个月收到交通违法举报48841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