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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打通数据孤岛
启迪区块链赋能政务服务

9月 11日，以“全链打通，深度协
同”为主题的启迪区块链产品发布会在
北京清华科技园举行。

为解决数据安全隐私与数据流动
痛点，综合运用全球领先的区块链、大
数据、智能合约、加密算法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启迪区块链集团开发了可信安
全数字基础设施（TDI），首次实现我国
自主可控的可信数据交换，以“算法跑
路代替数据跑路”为核心，在数据系统
保持不变、数据不汇集、不爬取、不上链
的情况下完成数据交换。

此次发布的系列产品是TDI的重
要升级迭代，以双中台体系（数据中台、
业务中台）及三大系列产品（BaaS平
台、启迪数易通系列、启迪数易康系列）
为重点，在链接数据孤岛的基础上提供
数字一体化解决方案，聚焦政务、健康、
金融等重点领域进行技术突破，拓展应
用场景，让算法代替数据跑路，实现安
全高效的数据交换与业务协同。

发布会上，启迪区块链集团总裁石
东伟表示，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
资料，而为数据赋能的前沿技术将为产
业变革添砖加瓦。

据了解，启迪区块链集团成立于
2018年，是启迪控股投资的国有控股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国有区块链科技企
业。目前公司的业务已覆盖政务、健
康、金融服务等板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有这样一位医生：在患者心中，
他是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

生；在朋友眼中，他是文采飞扬的书法
家；在同行眼中，他是行业内在临床和科
研领域经验丰富的知名儿科专家。他就
是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小儿肾脏内
科主任、主任医师冯仕品。

在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
第七届“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
大型公益评选活动中，冯仕品凭借专
业实力和在患者、评委中的超高人气
名列前茅。

一一个医个医者的爱心者的爱心
帮贫困患者奔走筹款

解决医疗费用

作为业内专家，冯仕品有很多头
衔：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学术技术带头
人、成都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医
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儿科医师分会肾脏专家委员会常委、
四川省儿科肾脏病学组副组长、成都市
儿科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他的每一
个头衔，都代表了一份责任和担当。“对
患者有爱心、对疾病有专业”是冯仕品
在工作中的一贯风格，也正因如此，他
做的工作常常超出一个普通医生的职
责范围。

1岁的斌斌是婴幼儿难治性肾病综
合征患者，2018年12月起，他就在成都
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肾病内科进行

治疗。这种疾病发病原因很多，与自身
免疫系统、感染、环境、遗传等都有关系，
治疗起来周期长、费用高。尤其斌斌年
龄小，对激素不敏感还易产生耐药情况，
而且同时有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等多种
并发症。对于斌斌一家来说，需要面临
的不仅是孩子危重的病情，还有50多万
元的医疗费。

“他的爸爸靠送外卖养家，妈妈没有
工作，一家人生活、治病非常困难。”冯仕
品说，看到斌斌一家的情况，他想帮他们
一把。

经过冯仕品无数次的奔走、推动，
最终在医院领导的关心和筹款平台的
协助下，费用问题顺利解决了。经过
近5个月的治疗，2019年 4月，斌斌终
于好转出院。

帮患者解决费用问题，早已超出医
生的职责范围，但冯仕品仍尽心尽力。
他说：“一个医者首先要有爱心、有医德、
有担当，才能成为合格的医生。”

一个医一个医者的担当者的担当
搞发明举行学术活动

推动学科发展

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冯仕品积累了
大量经验，他积极开展临床科研、培训人才
梯队，推动学科发展。同时，他也没有停止
思考：目前使用的儿童穿刺针有统一标准，
但利用空余时间，他琢磨着“怎么才能让
儿童穿刺针更便捷、更安全”。通过一年
时间的深入思考、翻阅各类文献资料、整
理打磨和临床实践，今年夏天，冯仕品发
明的新型儿童穿刺针通过了专利审批，最
近，他正在积极推进成果转化和应用。

冯仕品对儿童肾脏病治疗的推动作
用也得到了业内的普遍认可。2019年8
月30日-9月1日，由成都市妇女儿童中
心医院与成都市儿科质量控制中心共同
主办的“2019年百川论坛学术大会”上，
作为大会执行主席的冯仕品邀请到中国
科学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国家肾脏病重
点实验室主任侯凡凡教授，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丁洁教授等30位国内知名专家来到
成都，与来自全国各大医院的320多名医
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分享。让不同领域的
儿科同行们深入了解儿科相关疾病尤其
是儿童肾脏疾病的诊治，让更多人关注到
慢性肾脏病患儿这类特殊群体。

虽然日常工作繁忙，但如果有机会冯
仕品还会参加基层义诊。多年来，他在关
爱遗尿症患儿心理健康、普及遗尿症知识
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每年相关的义诊更
是从不缺席。2019年初，冯仕品还与四川
省人民医院合作进行了首例儿童肾脏移
植，为肾病儿童的康复提供了更多可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大型公益评选活动

礼赞70年 致敬公益
四川省首届医疗科技成果转化高峰论坛暨第七届“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

第七届“我心目中的名医”评审结束 百位名医榜上有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家夷）9月11

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第七
届“榜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大型公
益评选活动专家评审会在封面新闻举
行。

经过近一个月的报名、投票和评
审，全川近千名医生报名参与，收获600
多万人次点赞。根据网络投票占40%，
专家评审占60%的比重，专家评审针对
各个候选者在网络投票期间的票数增

长情况，进行了慎重、专业的综合考量，
最终评选出了此次活动的“我心目中的
十大名医”“我心目中的十大青年名医”

“科室名医（内科、外科、五官科、儿科、
妇产科、皮肤和美容科、中医科、全科及

其他科室）”的获奖医生。在本届活动
中，还特别增加了“四川省十大医疗公
益项目”奖项，聚焦医疗本质、关注医疗
公益，推动更多有益于患者的公益项目
积极落实。

9月21日，最终获奖的100名医生
名单及公益项目奖将正式公布，四川省
首届医疗科技成果转化高峰论坛也将同
期举行，邀您与我们一起见证本届名医
活动的荣誉时刻。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冯仕品：
作为医者，应有爱心有担当

▽

▽

冯仕品为小患者检查。

冯仕品在百川论坛上致辞。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9月11
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获悉，为进一
步推动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共建共
治共享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
环境，成都交警将于9月12日至12月
20日，依托“蓉e行”平台开展为期一百
天的“学法规、强意识、快处理、除隐患”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参与活
动，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车主，最高可获
得减免2次违法记分不超过3分的轻微
交通违法记分。

据了解，此次宣传教育活动是成都
交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执法
理念，以民意为导向，依托“蓉e行”平台
创新推出交通违法处理“学习减分”新
模式后，纵深推进公安交管“放管服”改
革的一次新探索和新实践。

此次宣传教育活动将在一百天里陆
续推出系列专项学习教育活动，持续引
导广大交通参与者通过“蓉e行”平台，积
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学习教育或交通安
全公益活动，不断提升交通参与者守法
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意识，同时给
予“蓉e行”平台积分奖励或减免交通违
法记分，达到“多参与、受教育，奖积分、
减记分，消违法、除隐患”的目的。

符合哪些条件可参与？

据介绍，在“蓉e行”平台注册的全国用户，均可参加“蓉e
行”平台专题教育学习，每完成一个学习项目将获得50积分，可
用于“蓉e行”平台积分商城兑换公益商品。

要注意的是，在“蓉e行”平台注册的成都籍非营运性质小汽
车车主，存在成都本地电子监控交通违法，且该违法为记分不超
过3分的轻微交通违法的，在此次道路交通百日安全宣传教育专
项活动期间，可通过参加“蓉e行”平台酒后驾驶、安全文明驾驶
两个方面专题教育学习，减免2次轻微电子监控违法记分。

哪些车辆和行为将受限？

1、非成都籍车辆和成都籍单位车辆；
2、旅游客运、公路客运、校车等大中

型客车，挂车、危化品运输车、工程运输车
等重中型货车，出租车、网约车、租赁车等
营运车辆；

3、电子监控交通违法记分超过3分
及以上的严重交通违法；

4、成都市及四川省以外电子监控采
集的交通违法，被民警现场处罚的交通违
法。 看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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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交警推出安全教育活动
参与最高可累计减免6分

“我未履行法院判决，要被拘留。
我错了，集赞20个！”9月11日，眉山市
仁寿县多个微信朋友圈都看到了这一
类似集赞信息，他们集赞的不是商家广
告，而是具结悔过书，在朋友圈发送这
些信息的人，都是仁寿县法院执行案件
的被执行人。

“帮我点赞，要20个，谢谢！”在某银
行与陈某某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中，陈某
某一直拖欠借款40万元不还。在收到
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
法律文书后，仍拒不履行并多次推脱。
9月11日，眉山市两级法院开展“执行
大会战”集中行动。上午，仁寿县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处置查封的
财产案，对非法处置法院查封房产的被
告人进行了当庭宣判。同时，法院还组
织了陈某某等50余名被执行人旁听案
件庭审。庭审结束后，对他们进行了集
中约谈，再次告知其义务和法律责任。

随后，承办法官找到陈某某做工
作，劝说其主动还款，并要求写下具结
悔过书，发朋友圈集赞，以督促其及时
履行义务。通过这种方式，法院将其作
为认错态度之一，并结合履行情况，考
虑是否对其采取拘留措施。

发布朋友圈后，陈某某的态度发生
了转变。“快点把钱还了，不然进去了过

不成中秋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想不到你是这种人！”没过多久，陈某
某的朋友圈就热闹起来，几分钟就达到
了20个赞，并快速上涨。看着微信好友
的留言，陈某某羞愧难当，主动向法官
承认了错误，马上现场履行了2万元，并
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取得谅
解，对未履行的部分制定了还款计划。
基于陈某某发布朋友圈后及时认错的
态度和履行情况，法院未对其采取拘留
措施。

据悉，当天，到仁寿县法院旁听的
50余名被执行人均承认了错误，履行了
义务，或制定了还款计划。通过写悔过

书发朋友圈集赞的方式，加强了社会监
督，多方力量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并在社交媒体上扩大了法院执行工作
影响力，为执行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舆论氛围。

钟成古笑言 川报观察记者 刘春华

“我错了 要20个赞！”
“老赖”写悔过书发朋友圈集赞

看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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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四川CPI总水平
同比上涨3.2%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9月11
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通报显示，8
月份，在猪肉、禽蛋等食品价格上涨拉动
下，四川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环比
上涨1.6%，比上月涨幅扩大1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3.2%，比上月涨幅扩大0.9个百
分点，1-8月累计上涨2.3%。

同比来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
“七涨一跌”。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
比上涨9.7%。猪肉价格涨幅最大，上
涨60.3%；禽肉类价格上涨12.4%。衣
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9%；居住类价格
同比上涨0.9%；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同比上涨0.2%；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
格同比上涨0.6%；其他用品和服务类
价格同比上涨4.3%。交通和通信类价
格同比下跌4.1%。

8月份,四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由涨转跌，同比下降0.2%，
比上月低 0.7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5%，降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IPI）同比上
涨0.3%，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