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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8日是吉林大
学黄大年教授逝世五周年纪念
日。日前，“黄大年纪念馆数字
展馆”正式上线运行。

据悉，该线上数字展馆全
方位集中展示了黄大年教授的
珍贵资料照片、获得的奖章奖
杯等，以及其生前用过的口琴、

鞋子、饭盒、录音机等个人物
品，真实再现了黄大年从少年
立志筑梦、青年求学追梦以及
学成归国圆梦等各个时期的经
历和先进事迹。该数字展馆也
将成为宣传和学习黄大年精神
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昶

记者从省药监局获悉，为依
法推进我省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工
作实施，提升医疗器械监管效能
和卫生管理效率、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切实保障公众用械安全，加
快我省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实施及
全域应用，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
同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及省医疗保
障局联合推进我省医疗器械唯一
标识系统全域试点工作，结合我
省实际，印发《吉林省推进医疗器
械唯一标识系统全域试点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中明确，我省推进医
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全域试点工
作的任务目标包括：

构建追溯体系。建立唯一标
识在医疗器械注册、生产、流通和
使用等各环节的全域实施应用，
指导和督促各单位做好医疗器械
唯一标识系统工作，实现医疗器
械唯一标识的创建、赋予以及数

据上传下载和共享功能。
深化三医联动。推进唯一标

识在医药、医疗、医保的衔接应
用，实现注册、生产、流通、使用、
结算等信息平台的数据共享。及
时总结经验，形成操作规范，推广
扩大医疗器械唯—标识应用的产
品范围。

拓展系统应用。不断探索开
展唯一标识在医疗器械生产、经
营、使用、支付结算等各环节实施
应用，探索开展唯一性标识在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报告、产品召回及追
踪追溯等各环节的实施应用。

建立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我
省推进实施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工
作部门领导小组职责，建立长期
有效的协同工作机制，有效提升
产品监管效率、医疗卫生管理效
能、遏制医保骗保行为。

实施品种方面，落实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深入
推进试点做好第一批实施医疗器
械唯一标识工作的公告》（2020年
第106号）、《关于做好第二批实施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工作的公告》
（2021年第114号）“第三类医疗
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全面
实施唯一标识”的要求，结合试点
单位实际，鼓励我省第二类医疗
器械产品逐步开展赋码。

实施单位方面，以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公布的第一批参与唯
一标识系统试点单位为主体，扩
大到全省21家医疗器械注册人、
10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和27家
具有三级甲等资质的使用单位开
展医疗器械唯—标识系统全域试
点工作。同时，根据我省实际，逐
步推进有条件、有意愿的我省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
位参与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实
施工作。 吉林日报记者 张雅静

“黄大年纪念馆数字展馆”
正式上线运行

3.46亿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已达成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
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国兑现了申
办之初的庄严承诺：截至2021年
10月，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到3.46亿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愿景成为现实，中国
为世界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运
动的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在二○二二年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主席说：“让更多人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
克运动的题中之义。”曾几何时，
冰雪运动在中国不出山海关。
如今，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和“四季拓展”战略持续实施
下，冰雪运动在大江南北呈全面
开花之势，冰雪场地数量大幅增
加，其中654块标准冰场较2015
年增幅达317％；2014年首届“全
国大众冰雪季”只有10个省区市
参与，近两年来全国31个省区市
联动，各类赛事活动覆盖区域超
过了全国一半的地级市。

尤为重要的是，有92.64％的
大众是以个人自发的方式参与到
冰雪运动之中，冰雪运动被越来
越多人列入“运动清单”。南京姑
娘肖雅妮两年前接触滑雪后就爱
上了这项运动，2021年她和几个
朋友成立了滑雪俱乐部，“现在已
经有了100多个铁杆会员，今年估
计我们的会员能达到四位数。”从
爱好者到从业者，肖雅妮对冰雪
运动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信心满
满。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说：
“世界冰雪运动的历史将以北京
冬奥会作为分界线。”中国“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实
现，将极大推动世界冰雪运动的
跨越式发展，并为世界冰雪运
动、冰雪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更
广阔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为那
些冰雪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和
地区贡献了创新性发展冰雪运
动、推动产业升级的中国智慧、
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在中国，
过去几年里，冰雪运动在推动乡

村振兴和地方经济转型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每届奥运会都会留下丰富
的奥林匹克遗产，“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完成，是
北京冬奥会给予世界冰雪运动
和奥林匹克运动最为重要的遗
产之一，世界冰雪运动将掀开新

的一页。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共
同书写全新的历史篇章。新华
社南京1月12日电（记者王恒志
周畅）

北京冬奥会为世界冰雪运动开启新篇章

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
计局开展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统计调查日前公布报
告。数据显示，中国已实现了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目标，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到3.46亿人，居民参与率达到
24.56％。

2021年10月，受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委托，国家
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
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统计调查。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截
至2021年10月，全国冰雪运动参
与人数达到3.46亿人。分地区来
看，东部地区参与人口为1.43亿，
中部地区为0.68亿，西部地区为

0.84亿，东北地区为0.51亿。由
于气候原因，东北地区居民的冰
雪运动参与率最高，其后的东
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参与率相差
并不明显。

数据显示，在2015年以来参
与过冰雪运动的受访群众中，受
访群众“个人自发参与”的比重
最高，为92.64％。从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的来看，选择“娱乐休闲”
的比重最高，为70.35％，其次是

“强身健体”占比15.78％，选择
“兴趣爱好”的占比11.49％。有
近三分之二的受访群众表示愿
意参与冰雪运动，近六成的受访
群众认为当前参与冰雪运动的
氛围较好。受访群众对我国成
功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充满

信心。
在申办北京冬奥会过程中，

中国做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庄严承诺。借助北京冬
奥会的重大机遇，中国努力克服
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冰雪资源分
布不均、设施服务尚不完善等不
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实
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和

“四季拓展”战略，创新扩大冰雪
运动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建立
冰雪运动普及推广体系，打破了
冰雪运动时空局限，让冰雪运动
的参与人群从小众走向全民，参
与空间从地区走向全国，参与时
间从冬季变为全年。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
者吴俊宽 周畅 王恒志）

省药监局印发方案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全域试点

为进一步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务”改革，加快推进全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日前，省政务大厅综合
窗口部分审批业务已采用“预
审转邮寄服务”。

“预审转邮寄服务”指申请
人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吉事
办）提交预审材料，审批部门
对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
网上预审，若申请材料错误或
不足，可在网上办事大厅（吉
事办）重新提交材料，预审通
过后申请人可物流递送申请
材料，审批部门作出审批决定

后，物流递送审批结果。整个
办事过程无需群众到现场办
理，实现“不见面审批”工作模
式、“零跑动”服务模式。

截至目前，已有省商务厅、
省水利厅等13个厅局共133个
业务办理项实现“预审转邮寄
服务”。

下一步，省政务大厅将与
各审批单位建立沟通协调机
制，让更多审批业务应用“预
审转邮寄服务”，最大限度提
升政务服务效能，进一步方便
企业和群众办事。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省政务大厅新增“预审转邮寄服务”

近日，龙井市市民陈先生
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咨
询解决其与某电商平台上浙
江金华一商家的消费纠纷。
省市场监管厅的平台接线员
进行登记后，启动了处理流
程。陈先生的投诉是吉浙两
省实现消费纠纷跨省通办后
登记的第一件管辖权在浙江
省的投诉。

据全国12315平台显示，
当天，陈先生的投诉经由浙江
省金华市市场监管部门，分流
至永康市市场监管局。次日，
西城市场监管所接收投诉，并
完成初查反馈，作出受理决
定。

消费纠纷跨省通办是吉浙
两省2021年对口合作的具体
内容之一。两省借鉴江浙沪

跨区合作有关做法，围绕消费
纠纷跨地区通办的目标、范
围、原则、内容、形式等进行了
多次沟通交流，并争取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支持，开通了全国
12315平台“跨区分流”功能，
逐级测试工单，反复研究论
证，最终形成并签订了《吉浙
市场监管部门消费纠纷（投
诉）联合解决协议》，为两省消
费者提供一站式消费维权服
务。

消费纠纷跨省通办实现了
两省消费维权数据共享、先行
赔付等惠民政策共享、热点难
点问题共研、投诉接收互认、
调解结果互认、线上线下互
通，为两省消费者开辟了一条
消费维权绿色通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吉浙两省消费纠纷跨省通办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全省首发
《预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告知书》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制定了全
省首份《预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告知书》，通过告知
书警示被执行人被纳入失信名单
的严重后果，并给予其一定宽限
期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在充分
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维护
执行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同时，
最大限度减少了对被执行人的负
面影响，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

2017年3月1日，许某入职吉
林省某玻璃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
工作中受伤。2018年1月22日，
经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认定为工伤，2018年4月14日，经
长春市劳动鉴定委员会认定为二
级伤残。后经长春市宽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长春
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一审、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等程序，判决
吉林省某玻璃有限公司共给付许
某医疗费、停工留薪工资等共计
86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主动
与申请执行人许某取得联系，双
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
吉林省某玻璃有限公司每月给付
许某执行款10万元直至给付完
毕。

2022年 1月 4日，许某向执
行法官提出吉林省某玻璃有限公
司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不
履行和解协议内容，要求将其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表示该
公司近期将会取得一笔贷款。但
执行法官考虑到，虽然将该公司
符合纳入失信名单的条件，但这
样做可能会严重影响企业贷款和
企业的正常经营。执行法官遂决
定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制作并向

被执行人吉林省某玻璃有限公司
送达了《预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告知书》，希望以此
警示玻璃公司，促使其主动履行
义务。

2022年1月5日，吉林省某玻
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接到
告知书后，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
称受疫情影响企业暂时陷入困
境，但正在积极争取银行贷款。
现该笔贷款处在最后的考察期，
企业此时若被纳入失信名单，征
信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企业融资
也会前功尽弃。王某承诺银行贷
款批下后会第一时间支付给许
某，后经许某同意，执行法官决定
暂不将其纳入失信名单。

1月10日，王某告知法官，银
行贷款已经批下，并且已将50万
元转给徐某，余款会在春节之前
给付。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走近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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