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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读者来信

□赵慧媛 袁晶晶 王连成 何艾琳 王清如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内在历史底蕴和外
在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
格。积极的城市形象能彰显城市的内在实力、
外显活力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作为竞争的一
种手段，城市形象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关
注，城市形象传播意识日渐增强，传播形式更
为多元。城市形象传播包括许多方面，公示语
传播是城市形象传播的一种外显。何为公示
语？公示语就是给公众在公众场合看的文字
语言，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实用语言，是一
种公开和面对公众的，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的
特殊文体。优良的公示语对于建设、巩固和传
播国家或地区形象及增强其软实力发挥着重
要作用。

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省会、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组成部分，公
示语的规范对于其城市形象的传播尤为重要。
我们一行几人着重对城市公示语的重要组成部
分，即呼和浩特市路牌的翻译、使用以及一些公

共场所的用语及其翻译进行了走访调查。在此
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公示语使用时出现的问题。

我们将发现的问题总结了七个大类。第
一，蒙古语地名拼写有误。比如“阿拉善南路
ALASHAN NANLU”按照《少数民族语地名
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转写应为“阿拉善南
路 ALAXAN NANLU”；“鄂尔多斯东街 E
EERDUOSIDONG St。”应为“鄂尔多斯东街
E。 ORDOS St。”等。第二，拼音拼写有误。
根据《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
名部分）》中第三篇“语音的依据”的第 8条规
定，汉语地名按普通话语音拼写。地名中的多
音字和方言字根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定的读
音拼写。比如“ 新华西街 W。XINGHUA
Ave。”应 为“ 新 华 西 街 W。 XINHUA
Ave。”。第三，被遮挡严重。根据《城市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规定，
交通标志不得被上跨道路结构、照明设施、监控
设施、广告构筑物以及树木等遮挡，但敕勒川大
街、东影南路和兴安南路交界处路牌等均被不
同程度地遮挡住了。第四，有些路牌标识外观
损 坏 严 重 。 根 据《国 家 标 准 ：地 名 标 志

（GB17733—2008）》中规定地名标志要文字端
正，笔画清楚，排列整齐，间隔均匀，整体位置适
中。我们发现后新城道、丰州南路、文化宫东
巷、阿拉善北路等街道的路牌有裂痕、倾斜、字
迹不清等现象。第五，一些地段未设置应有的
路牌。一些地方地图上显示路名，而实际道路
上并没有。例如“大召西夹道、通顺街、大召前
街、体育场北巷、体育场南巷、贝尔路北街”等。
还有一些地方实际道路上设置的路牌与地图上
的显示的路名不符。比如“杨树园巷”设置成了

“小玉石巷”；“贝尔路商业街”设置成了“贝尔路
南巷”等。第六，对应蒙古语标注错误。根据
《呼和浩特市地名管理条例》第三章“地名译写
与拼写”中第十四条规定，用汉语翻译古语地
名，应当以蒙古族语言标准音为基础，以蒙古语
标准口语为主，用蒙古文字书面语与口语相结
合的办法进行音译。第七，英语翻译错误。比
如“三顺店东巷 E SANSHUNDAIN Rd”，巷
应为lane等等。

希望能通过以上的总结，对呼和浩特市公
示语的规范使用和助力呼和浩特城市形象的更
好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规范公示语让城市形象更美好

微言

□白天亮

今天民生领域的许多难点问题，具有“两难”甚至
“多难”特点，要算好改革的利益账，统筹各方利益关
系，使改革平稳有序落地。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不便，这一困扰百姓多年的难
题，已经在破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宣布，全
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高速路”全面运
行，截至今年1月，备案人员已超过210万人，累计直接
结算逾18万人次，基金支付28.54亿元，参保者每次住

院少垫资1.6万元。
全民医保的建成让13亿多参保者少了后顾之忧，但

异地报销程序烦琐却引人抱怨，“为什么老百姓享受实惠
要这么费时费力”？这些抱怨，指向百姓的痛点，提示着
改革攻坚的方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看似各地网络互
联互通即可破解，实则涉及“参保地”与“就医地”利益的
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水平高、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担心，如
果允许跨省直接结算，会不会出现大量患者前来扎堆就
医的现象？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也不踏实，参保者异地
就医会不会使本地积累的医保基金迅速减少，加剧医疗
资源的错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难就难在这里。

回头看，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改革实践做出
了很好的尝试。先“聚识”，明确这是建设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谁
都不能拖延，需要拿出时间表路线图。再“聚力”，全国
一盘棋，把握好就医管理与资金结算、就医地与参保
地、全国联网与地方经办的关系，重点解决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长期异地工作人员以及符
合异地就医转诊条件的人员四类群体的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给出路线图。不忘“聚声”，同步做好解释、合理
引导预期，既给百姓解决了最迫切的难题，又实事求
是，不吊高胃口、夸大承诺。现在，改革已实实在在地

让参保者受益，就医也平稳有序，此前有人担心的大城
市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并未出现。“不跑腿、不垫钱”

“秒速报销”等一系列新变化赢得百姓一致赞誉。
事实上，今天民生领域的许多难点问题，具有异地

就医结算此前那种利益诉求庞杂、新旧矛盾纠结、“两
难”甚至“多难”的特点，不是简单地大声呼吁、加大资金
投入、出台一项新政就能够迎刃而解的。触动利益的改
革，不可能都是敲锣打鼓、欢欢喜喜、轻而易举。改革贵
在担当，只有增强改革定力、勇气和韧劲，敢于破藩篱，
勇于担责任，把百姓的痛点变成改革的着力点，改革才
能真正取得突破，并最终使其成为改革的亮点。

让老百姓痛点成改革亮点

编者按：
以前，提到异地就医让人想到的是繁琐的报销流程，尤其是对于在外省随子女生活的老人，每次看病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报销事宜。2017年8月底，我区所有医保统筹地区全部接入国家异

地就医结算平台，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解决了广大参保群众异地就医的“垫资痛点”，使参保患者省心、省时、省力、省钱，也享受到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带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 帅政

“外地人在北京能和本地人一样
刷社保卡结算，省去了跑腿报销之苦，
非常方便。”近日，呼和浩特市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苏女士在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通
过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她在5天
内完成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

因一次意外，苏女士脚部韧带断
裂，在本地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后，苏女
士要转院到北京治疗。期间，她携带

二代社保卡、诊断证明书到呼和浩特
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办理备案登记。
苏女士住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行手
术治疗，并按医院规定预先垫付2万
元治疗费用。治疗期间她花费近 2
万元。按照报销比例，医保基金支付
1.3万元，个人支付不到7000元。令
她没有想到的是，才几天时间，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就完成结算，由医
保基金支付的1.3万元打进她的银行
卡里。

记者了解到，之前参保人员在异
地就医后，需拿着收费单据、病历等
资料回到参保地报销，一方面手续繁

琐，一方面经常会因单据不全、缺少
凭证等来回奔波，报销时间持续1个
月左右。

据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险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申请异地就医包括
以下四类人员：1、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2、异地长期居住人员；3、常驻异
地工作人员；4、异地转诊人员。在呼
和浩特市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时
需先在参保地经办机构备案（持当地
三级甲等医院诊断证明书），然后选
择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持本人二
代社保卡）。在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
构实现结算系统联网后，参保人员在

跨省异地就医前，只需本人或被委托
人等按规定携带二代社保卡、三级以
上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到呼和浩特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转院备
案窗口进行登记备案。呼和浩特市
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会将异地就医人
员备案信息逐级上传至国家异地就
医平台，供就医地经办机构和定点医
疗机构获取异地就医参保人员信
息。录入备案信息后，参保人员便能
在本人备案、已开通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异地定点医
疗机构实现直接结算。

截止目前，我区已有156家跨省

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是第一批三
级综合医院全部接入跨省异地就医系
统的13个省份之一。区内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累计计算 92.54万人次，累
计结算金额1.62亿元。跨省异地住院
直接结算1.79万人次，结算医疗费用
总额4.61亿元，其中以医保基金支付
2.85亿元。全区跨省异地就医系统备
案人数 10.63 万人。北京、重庆、陕
西、广西、新疆、宁夏等省（市、自治区）
人员在我区住院结算134人次，结算
住院医疗费用222.22万元。

内蒙古依托社会保险自治区数据
大集中和社会保障“一卡通”，现已建

立自治区异地就医管理信息系统和直
接结算平台，实现区内异地门诊划卡、
购药和住院费直接结算。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内蒙古将把更多基层医疗机
构和外出农牧民工、外来就业创业人
员纳入进来，基本实现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全覆盖。

2018年内蒙古将全面实施全民
参保计划，引导群众参加社会保险，努
力实现应保尽保；完善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积极推
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广医疗
服务智能监控系统。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异地就医结算异地就医结算：：让患者省去了跑腿报销之苦让患者省去了跑腿报销之苦

□王石川

如果在婚姻登记、家政服务领域、公共资源
交易等领域失信，就可能被限制招录为公务员。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多个对严
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涉及婚姻登
记、慈善捐赠、家政服务、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
还出台了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
人乘坐火车、飞机的意见。

（中国新闻网4月10日）

诚如斯言，“失信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了”。当事人一旦被认定为严重失信，将面临“套
餐式”惩罚——联合惩戒措施多达数十项，被限
制招录（聘）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只是
其中一项。

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构建“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绝
非说说而已，也不是毫无杀伤力的“稻草人”，而
是已经起效，越来越多的失信者正在付出代
价。国家发改委等3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
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
作备忘录》，传递的明确信号是：我国的征信建
设不仅越来越制度化、法治化，也越来越精细
化、全面化。

针对婚姻登记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其背
景是，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
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等失信
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对方合法权益。出台惩
戒措施让当事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正是建设征信
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婚姻登记严重失信
将面临多重惩戒，将不能被招录为公务员的后果
单单拎出来，释放的信号颇为丰富。一个是，报
考公务员是人生大事，考上公务员是改变命运的
良好契机，一旦失去被招录资格无疑很痛苦。另
一个是，在世人看来，公务员要求高，职业光鲜，
也承载着守信的职责。

失信的普通人无法报考公务员，而公务员失
信后该如何惩戒？正如有网友所称，一些公务
员，往往比普通的老赖还赖，原因是他们有地位，
有身份，有权力，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来阻挠案
件执行。失信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有没有“身
份”，一旦失信都难逃惩戒，才能塑造公民对诚信
的信任和信仰。

当前，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建立政务诚信评
价机制。比如，对造成政务失信行为的主要负
责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将信用记录作为干
部考核、任用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有的地
方将公务员个人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度考
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作
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公务员
不同于一般公民，对他们提出高要求，不是吹
毛求疵，而是更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
前提。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建立“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只是第一步，关键是
通过法治规束，让“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深入人
心。在让失信者吃苦头的同时，也让守信者尝到
甜头，通过惩恶扬善的动态机制，全力涵养“守信
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社会风气。

失信面前人人平等

图说 民声快线

四子王旗农广校
助力乡村振兴

四子王旗农广校认真学习中央一号文
件和乡村振兴战略，变传统教学为新时代特
色教学，为乡村振兴助力。

今年1至3月，四子王旗农广校围绕乡
村振兴开班两期，通过创新教学等手段，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其中，“土壤改良，亲
土先行”“质量兴农、绿色兴农”“适应市场变
化规律，促进农牧增收”等课程深受学员欢
迎。老师们还积极促成学员间的勾通交流，
为学员抱团发展提供平台。同时，注重观摩
教学，组织学员到农业发达地区观摩、学习。

好戏要靠唱戏人。两期共培训新型职
业农牧民190名，满意率达100%。学员们
说：“农广校找对了办学方向，乡村振兴我们
有了底！” （君文）

群众利益无小事
送证上门解民忧

在派出所户籍窗口业务中，办理二代身
份证对于一部分“特殊”群众来说并非易
事。近日，兴和县公安局店子镇派出所户籍
民警携带照相机来到辖区瘫痪老人刘某家
中，为其办理二代身份证采集人像业务，用
实际行动诠释和践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
宗旨和理念。

今年67岁的刘某瘫痪在炕多年，无法
到派出所采集相片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给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民警获悉后，立即与老
人的家人预约好时间，上门为老人服务。并
告诉刘某家属，刘某的身份证办好后会第一
时间送证上门。 （吕铎）

受强冷空气影响，阿右旗迎来入春后最
强大风、沙尘暴、强降温天气过程。阿右旗
公安局交警大队以戈壁路面为阵地，紧急启
动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安全应急预案，24小时
坚守岗位，加强路面交通疏导和巡逻排查隐
患，提示驾驶人减速缓行，确保群众平安出
行，安全回家。 石斌 摄

最近，化德县万军农机销售点门前，前来选购农机具的农户络绎不绝，人们通过看性能、比价格、听讲解等多种途径，选购适合自己的各种农机
具。 李剑平 摄

选购农机具备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