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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阅读体验季”启动
力争把我省打造成东北三省的数字出版中心
为促进我省数字出版产业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阅读需求，推动《吉林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实施，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
部、中共吉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吉林省公务员局、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倡议发起的“健康生活·悦动吉林，喜迎党的十
九大——
—数字阅读体验季”活动于 10 月 12 日上午在长春举行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 吉林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与同方知网 （北
京） 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双方将就数字出版技
术、人才培训、知识服务等方面
开展合作， 力争将吉林打造成
东北三省的数字出 版中 心；数
字出版物 《科技报国——
—黄大
年及团队学术论文集》 在启动
仪式上举行捐赠仪式， 省内公
共文化单位、科研机构、高校等
接受捐赠。
据了解， 本次数字阅读体
验季活动从十月持 续到 年底 ，
将从走进机关、走进党校、走进

校园、 走进社区四个方面全面
铺开，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大。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为此次体验活动捐赠数字阅读
体验卡和数字阅读终端； 现场
表彰了在“知网杯.筑梦同行”高
校数字阅读活动中获奖的大学
生； 由吉林省膳良壹品有限公
司与一汽客车公司联合开发的
纯电动生活巴士也将搭载数字
阅读产品在活动期间走进社
区， 让老百姓体验到数字阅读
之美， 感受到阅读方式的崭新
变化。
近年来， 我省数字出版产

业在省内市场规模偏小、 起步
较晚等诸多不利条件下， 积极
探索创新，拓宽视野，以业态融
合、资源整合、市场联合等有效
措施大力推动传统出版产业的
转型升级， 省内各出版企业在
做强数字出版内容、 搭建数字
出版平台和拓展数字出版渠道
上取得长足发展， 涌现出一大
批既有吉林特色又具有市场空
间的优秀数字作品。 在重点数
字出版项目领域，《东北抗联》、
《站在贫困线上奔小康》、《中国
朝鲜族文化》 等多个数字出版
项目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或被列入重点选题； 在竞争充
分的市场领域，《速滑少年》等
原创 IP 已经形成了包括纸质动
漫 、 网 站 平 台 、AR+、VR+、
MPR 和影 视 、游戏 、旅游 等打
通的全产业链开发。 吉林出版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12 家出
版单位与韩国原创漫画网站等
15 家 出 版 单 位 签 订 输 出 协 议
12 种共 70 余册，为我省数字出
版“走出去”开辟海外渠道，立
体化的出版模式和多元化的盈
利模式让传统出版企业焕发出
勃勃生机；在知识服务领域，数
字出版以聚集海量资源的独特

优势在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 用 ，为
社会管理、 决策参考等提供精
准 的 数 据 服 务 ，《职 业 技 术 教
育》杂志社正在实施的“互联网
+ 职业教育创新平台” 项目，将
成为我国首个基于云平台的
“互联网 + 职业教育综合服务
系统”。 两年来，我省涌现出国
家级数字转型示范单位 4 家 ，
省级数字转型示范单位 34 家，
建立省级数字出版重点实验室
5 个，智库 1 个，为数字出版的
繁荣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
/ 记者 代丽媛 报道

我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办法 11 月 1 日起实施

因急、危、重症就近治疗可办临时异地就医
近日，吉林省人社厅、省财
政厅联合下发通知， 吉林省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异地就医管理
办法将于 11 月 1 日起实施。

关注一 >>
因急、危、重症就近治疗可办临
时异地就医
据悉， 本办法所称异地就
医是指参保人员在统筹区以外
的其他地区 (以下简称“就医
地”) 的定点服务机构发生的就
医购药行为。 办法适用于吉林
省职工医疗保险、 居民医疗保
险及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包括
一体化结算的由商业保险经办
机构经办的险种)参保人员的异
地就医管理。
根据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
时效不同， 异地就医管理分两

“
寻找

种情况:一是长期异地就医:参
保人员(居民医保除外)根据户
籍管理规定取得居住地户籍或
根据居住证管理规定取得居住
地居住证(或居住登记 6 个月以
上，下同)的;参保人员(居民医
保除外)因公在外地长期工作 6
个月以上的; 居民医保参保人
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且在异
地取得当地居住证， 非因本人
原因无法参加当地基本医疗保
险的。
二是临时异地就医: 参保
人员(含符合国家和省计划生育
规定的无工作单位的男职工配
偶)因需要到异地生育的;参保
人员因参保地定点服务机构条
件所限或因危重症， 符合分级
诊疗和转诊转院政策规定需要
转外就医的 ; 参 保人员因 急、

危、 重症需要就近到医疗机构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除外，包
括本地非定点服务机构) 治疗
的。

关注二 >>
异地就医人员工伤保险、 生育
保险待遇执行参保地标准
异地就医人员医疗保险基
金的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
等执行参保地规定的本地就医
时的标准。 异地就医人员工伤
保险、 生育保险待遇执行参保
地标准。 急诊、职工医保长期异
地就医人员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比例执行参保地就医时的支付
比例。
居民医保长期异地就医
人员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比例
在参保地规定的本地就医支

付比例基础上降低 10%。 未履
行规定程序，自 行异 地 就医 人
员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比例
为 20%。 因本人原因，应直接
结算未直接结算的异地就医
人员，医疗保险基 金 支付 比例
在原基础上降低 10%。 异地就
医人员存在多种医疗保险基
金降低支付比例情 形时 ，降 低
的支付比例根据实际情况叠
加计算。

关注三 >>
发现伪造、变造材料等情况
立即停止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待遇
长期异地就医人员自经办
机构审核异地就医申请通过之
日起待遇生效， 一个自然年度
可申请居住地和参保地就医变
更登记 2 次。 职工医保参保在

职职工取得就医地户籍、 职工
医保参保退休人员取得就医地
户籍或居住证的， 异地就医待
遇长期有效。
职工医保参保在职职工及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取得就医地
居住证的， 居住证有效期即为
异地就医有效期限， 期满后可
凭居住证有效期 申请 延期 ;长
期驻外人员根据参保单位提供
的材料确认有效期限。 经办机
构适时对异地就医待遇有效性
进行核查验证。
另外， 各级经办机构应对
异地就医有关材料 进行 核准 ，
发现伪造、变造材料等情况，应
当立即停止该参保人员的异地
就医待遇， 对违规待遇及时追
回，并依法依规处理。
/ 记者 代丽媛 报道

”

最美重庆人开始投票啦 欢迎为老乡投上一票！
从 10 月 5 日起，由城市晚报联合吉林省重庆商会共同举办的“
寻找吉林最美重
庆人”活动开始对外投票，投票截至 10 月 15 日，请大家为支持的重庆老乡投上宝贵
的一票。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重庆老乡，从他们的创业故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轨迹，
在吉林的这片土地上打拼，他们已经深深爱上这座城市，将在这第二故乡扎根。

调制东北风情重庆火锅
获认可
重庆人爱吃辣， 喜欢涮火
锅。 1997 年，陈云龙从重庆老
家来到长春， 从一家小店服务
员做起，成长为厨师，又自己创
业。 2006 年，陈云龙在皓月大
路开了第一家盛川王府火锅
店， 独特的口味立刻引来八方
来客。 至今，盛川王府火锅在长
春有直营和加盟店 14 家。
在一家盛川王府火锅店，
记者发现这里的顾客一直赞不
绝口，川味火锅香辣适中，店里
调制的火锅料让人每次吃完都
忍不住想再吃一顿， 肉质十分
鲜美，服务也很周到……“开店
就是要货真价实！ ”陈云龙说，
因为无论成本上涨多厉害 ，自
己也坚持用品质好的羊肉，汤
汁都是从重庆老家运来的最好

的油料，口味绝对正宗。
都说入乡随俗， 做餐饮这
一行更是如此。 陈云龙知道东
北人喜欢吃辣椒， 但是按照重
庆当地的原汁原味去调制锅底
味道又太呛， 他就结合东北菜
的特点， 将自己的重庆火锅做
了改良。 这样一来，适应了当地
人的口味，将锅底炒得更香，让
大家涮起来更有口感， 顾客更
喜欢吃，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如今， 陈云龙在长春娶了媳妇
安了家。 “我喜欢吃杀猪菜，喜
欢在长春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
这里。 ”

他为重庆老乡免费法律
维权
重庆人热情， 喜欢乐于助
人。 在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工
作的重庆老乡周邦钺就是一名
律师。1997 年，他大学毕业分配

陈云龙
到长春工作， 干了一阵子之后
他觉得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太
安逸，他想闯一闯，于是，他毅
然 辞 职 从 事 律 师 行 业 。 2002
年， 他以吉林省第三名的好成
绩通过了首届司法考试，2009
年，他又考取了律师资格证，正
式成为一名律师。
从业的这些年， 周律师一
直关注在吉林的重庆老 乡，他
通过媒体找到了吉林重庆商
会，加入了老乡会，尽自己所能
为老乡多做一些事情。 一些老
乡在建筑工地打工， 时常因为

周邦钺
不签劳动合同为工资结算闹得
不愉快，有时候包工头跑了，老
乡们无凭无据拿不到工钱。
了解到老乡们法律意识淡
薄， 周律师多方奔走帮老乡们
想办法。 来求助的老乡身上没
钱，他请老乡们吃饭；老乡没路
费去维权， 他开车拉着老乡到
有关部门投诉……每次不仅免
费咨询还搭钱，至今，他已经记
不清为多少老乡的事情奔走
过。 如今，周律师在长春扎根，
也会继续关注老乡 的事 情，希
望为大家做点什么。

【吉林最美重庆人奖项】
吉林最美重庆人之最具成
长空间、最具竞争力、最具人文
关怀、最具创新力
吉林最美重庆人之最公
益、最励志、最好学、最自强、最
敬业、最善行
【奖励办法】
海选入围的 30 位候选人，
个人经历编写成书， 获得荣誉
证书、纪念品，并参加商会周年
庆典；10 位最美重庆人当选者，
个人经历编写成书，获得荣誉证
书、纪念品，并参加商会周年庆
典并上台领取特质奖杯，推荐接
受媒体采访报道其先进事迹。
关注吉林重庆商会的官
方微信， 就可以为你喜爱的
最美重庆人投上宝贵的一
票， 投票截
止 到 10 月
15 日 ， 希 望
大家不要错
过机 会。
/ 记者 王秋
月 报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