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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为了方便群众和企业通
关，设立了号码为“!"#$%”的全国
海关统一服务热线。今年以来，受理
“业务咨询、通关求助、投诉举报、
信访建议”& 大类问题近 !%% 万个，
成为畅通海关内外交流、沟通的重要
渠道。

!"#$%热线为群众和企业解惑答
疑，当场答复率达到 '$(，接通率
)*+,)(，受理的一般性通关事项 !个
工作日即可办结。目前，部分 !"#$%

热线还提供电话实时查询类服务项
目，如邮包查询、预约加班查验、预
约通关、商品预归类咨询等。

为向社会各界征求对海关工作的

意见建议，!"#$%热线在语音导航中
增设了“意见建议”专用按键，目前
收集到的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意见建
议 !!#' 条，涉及执法统一、货物查
验、数据流转异常等多个方面的海关
业务，已全部转至相关部门办理，及时
化解了通关矛盾和现场压力。

!"#$%热线成为群众方便快捷找
海关的重要方式。开通初期到现在月

均话务量翻了 *倍，从不到 !+*万个
发展到月均近 '万个。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 !"个海关各关月均话务量
已超 #%%%个。海关总署 !"#$%每月仅
夜间接听电话已达 !万余个。群众对
!"#$%“服务态度”满意率 )'(、“服务
效率”满意率 )*(。

!"#$%热线的定位是“为民服务
的窗口、沟通社会的桥梁、联系群众的

纽带“。按照“有问必答、限时回答、准
确回答”的要求，打造“群众听得懂”、
“求助有回音”的全天候政府热线。目
前热线已拥有包括现场业务专家在内
的近 #%%人前后台服务队伍。

从 "%%) 年海关总署向工信部申
请政府公益短号码“!"#$%”开始，
经过两年的筹备和试运行，海关总署
以及全部直属海关所在地（新设立的
济南海关除外）都已开通了 !"#$%海
关热线。

据悉，今年 ) 月 #% 日，!"#$%

全国海关 "& 小时通关服务热线官方
微博 （-!"#$% 海关热线） 上线试运
行，拓展了热线的服务功能。

外籍人才投票评出———

2013中国城市引才十强
李艺雯

2013“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

十大城市”日前评选揭晓。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

圳、厦门、南京、苏州、杭州、青岛当选。大理、桂林、江

阴、昆明、兰州、马鞍山、宁波、三亚、温州、武汉、西安、

郑州为2013“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

力的中国城市”入围城市。

本次评选列出 4个一级指标，即政策环境、政务

环境、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列出18个分指标，即权

益保护、在华身份相关政策、引进及评聘政策、创业扶

持政策、政策信息获取、相关机构配置、相关事务办理

流程、政务人员工作质量、工作及创业环境、升迁发展

机会、薪酬待遇、国际化氛围与多元文化、人居自然环

境、城市发展规划、医疗卫生环境、子女教育环境、社

会公共文明、城市包容性。对于外籍人士而言，上海、

北京是他们眼中最有魅力的中国城市，也是综合吸引

力最强的城市，它们的得分比其它城市遥遥领先。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和

《国际人才交流》杂志联合举办，数据分析及研究报

告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合作完成。吸引外籍人才参

与投票共 7.2万余人次。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完全由

外籍人才参与评选，由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外

国专家、“外专千人计划”专家等组成的专家评委

团队评出的榜单，这个引才引智“中国城市榜”可

谓含金量十足。

上海名列第一，&个一级指标均处
于第一位。在 !' 个分指标中，上海也
取得了 !, 个第一的好成绩，仅仅在
“引进及评聘政策”上比北京得分略低。

上海在国际化氛围与多元文化、薪酬
待遇、权益保护、子女教育环境及医疗卫
生环境方面做得尤为出色。而其中后两项
是绝大部分中国城市在引才引智综合环
境中不够完善的方面。上海在引才引智环
境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中国的前列。

专家点评：
“外专千人计划”专家、2013年中

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中国科学

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所长

菲利普 （PhilippKhaytovich）：在我看

来，上海是目前最国际化并对外国人最

为友好的中国城市。我认为对外国专家

而言，上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比中国的

任何城市都好。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悠久历史。 《孟子》
曰：“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西汉中央政府规定“年七十以上
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意思是授给 ,%岁以上老人王
杖，享受薪俸 $%%石级别官员的待遇 （相当于今县处级）。汉代
著作《礼记》曰：“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意思
是长辈或老人站着的时候，自己不可坐下；他们到来的时候，
一定要起立。

中国人一向推崇孝道，由在家庭中对长辈的孝，扩展到社
会上对老人的关爱、尊敬。我国政府不久前颁布《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把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上升到法律层面。

中国尊敬老年人的具体表现，是在长辈、老人面前要讲
礼让、懂礼貌。体现在公交车上，就是给老年人让座。现
今，全国各地的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促进了社会和谐，是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公交
车上大都标明“老弱病残孕专座”，大多数年轻乘客能主动
给老年人让座，或在售票员的提醒下让座。

可是，同样是让座这件事，在西方很多国家，却是另
一番景象。美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乘客自觉排队上车，
不拥挤、不抢座、不在公交车上占用残障人士座椅。男士
可能会“绅士”一番，让座于年轻女士，但大多数人却
不给身旁的老人让座。同时，西方老人在公交车上，也
不愿接受别人让座，非但如此，甚至还有老人主动给孩
子让座。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老人讲究自立，多忌老，认
为“老”是“没能耐”的代名词。因此，在西方公交车
上，若给一位老人让座，他 （她） 会觉得自己被认为
真的老了，会伤害他 （她） 的自信心，不仅不礼貌，
简直是侮辱。在这种气氛中，年轻人自然也就不去碰

钉子或自找没趣了。形成这种尴尬，其深层次原
因在于西方的家庭观念。西方子女没有供养父
母的义务，没有侍奉父母的习惯，在父母面前，
没有中国人那种“孝道”。老人以依靠儿女生活
为耻，所以更不愿意接受不相识者的关爱，因
而失去不少温情，显得人情相对冷漠。

现今在西方，关于公交车上的“让座”
问题，已经引起官方的重视。英国伦敦 "%!"

年 # 月 !" 日出台举措，要求伦敦地区约 &%

万名 ##岁到 #"岁的少年签署“文明宣言”，
承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遵守秩序，主动让
座。不愿意签署“文明宣言”或违反上述
规定的少年，将被没收免费乘车卡 （伦敦
#$岁以下儿童，可以凭卡免费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卡片一旦遭没收，想重新获得
很困难。据报道，少年签署“文明宣言”
的举措，可能会推向全英国。接受调查的
&,(的人认为，这份宣言同样适用于成年
人。

在我国，乘公交车时给老年人让
座，只是道义、礼貌问题，而在德国却
上升为法律。在德国不叫“让座”，叫
“还座”，即年轻人把座位还给享有优先
权的老弱病残孕乘客。德国法律规定，
“老弱病残孕”乘坐公交车享有优先
权。一般来说，公交车上有 !.#左右的
座位是老弱病残孕乘客的保留座，用
蓝十字标记，十分醒目。这些座位一
般设在车厢前半部，靠近前门和中
门，上下比较方便。这些座位即使空
着，站着的年轻人一般也不去坐。如
果坐了，一旦看到有老弱病残孕乘
客上车，必须赶紧起立还座。如果
没有注意到，老弱病残孕乘客已经
站到座位前，要说“对不起”，并立
即将座位还给他们。老弱病残孕
的座位优先权，并不限于那些保
留座位，当保留座位满员，还有老
弱病残孕乘客没有座位时，其他
座位上的年轻人也必须还座。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

赞）

!礼仪漫谈134

上海

四个一级指标均夺冠

尊老、让座

之 中西差异
马保奉

中国尊老传统

中西对待让座

英国的“文明宣言”

德国立法助老弱

杜老师：

我有时候在媒体上看到“想象”，有时

又看到“想像”。请问究竟应当怎样写才规范。谢

谢。

四川读者 杨 睿

杨睿：

的确，现在“想象”跟“想像”的写法都能看到，显得比较乱。
这跟权威工具书中“想象.现像”这组异形词的词形调整有关。

在 !),#年版、!),'年版和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推荐词
形是“想象”，!))$年版和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推荐词形改为
“想像”，而 "%%*年和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又改回到推荐“想
象”。这或许是导致有人误用“想像”的一个原因。

现在的规范词形是“想象”，这已经成为媒体
上的主流用法，建议您采用“想象”的写法。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想象”不宜写成“想像”12360热线 解通关疑难
本报记者 罗 兰

北京名列第二，&个一级指标均
处于第 " 位。从 !' 个分指标来看，
北京在“引进及评聘政策”一项中获
得第一位。

北京在国际化氛围与多元文化、
薪酬待遇、权益保护、子女教育环境
及医疗卫生环境等指标上获得了外籍
人士的认可。此外，在“引进及评聘
政策、在华身份政策”上获得的投票
较多。

专家点评：
现任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所

长、前美国国家氢能协会主席、美国

太阳能工业协会主席乔恩·迈克·戴维

斯 （MikeDavis）：北京作为中国的

首都，文化底蕴浓厚，经济蓬勃发

展。针对空气污染问题，我期待北京

能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希望北

京的空气质量能够切实得到改善。

北京

引才及评聘政策得第一

天津名列第三。在网络投票中，
天津得票排在前列，成为外籍人才眼
中最具潜力的中国城市之一。在 !'

个分指标中，天津在“升迁发展机
会、政策信息获取、相关机构配置、
相关事务办理流程”几项中获得高
分。

专家点评：
2013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

奖专家、天津自然博物馆特聘教授肯

尼斯·尤金·贝林 （KennethEugene

Behring）：作为天津市的荣誉市民，

我感到十分自豪。我认为，天津的生

活环境十分舒适，天津市民的幸福指

数比较高。我很享受在这里的工作和

生活。在我看来，天津不仅仅是一个

开放的、全球化的城市，它的接受度

和包容度也很高，这里友好温暖的氛

围时时刻刻令我动容。

天津

外籍网民最认可的城市

广州名列第四。在 &个一级指
标中，广州分别排在第 *位、第 &

位、第 #位与第 *位，其中的“工
作环境”排名最高。在 !' 个分指
标中，得票最多的是“城市发展规
划、创业扶持环境、工作及创业环
境和升迁发展机会”，后三者都与
“工作环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专家点评：
2011年“羊城友谊奖”获奖

专家、广州现代快速公交和可持续

交通研究所所长卡尔·费 （Karl

Fjellstrom）：交通是一个很大的概

念，它影响着城市里每个人的生

活，牵涉到方方面面，关乎发展、

经济、环境等。我希望在我们的共

同努力下，通过良好的交通规划，

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宜居的城

市。

广州

“工作环境”排名居前

深圳名列第五。在 &个一级指标中，“政
策环境、政务环境”排名第三，“工作环境”
排名第四，“生活环境”排名第八。在 !' 个
分指标中，“权益保护、政务人员工作质量、
升迁发展机会及薪酬待遇”& 项中排名居前，
而在“子女教育环境、社会公共文明、城市包
容性”几方面得分较低。

专家点评：
“外专千人计划”专家、2012年中国政府

“友谊奖”获奖专家、以色列计算机图形学领

域 知 名 学 者 丹 尼 尔·科 恩 （Daniel

Cohen-Or）：深圳位于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

毗邻香港，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舒适宜人。

深圳是南方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

同时这里拥有国际化的教育水平。

深圳

政策、政务环境均佳
厦门名列第六。在 &个一级指标中，“生活

环境”居第六位、“政策环境”居第八位、“政
务环境”和“工作环境”均居第九位。在 !' 个
分指标中，“人居自然环境”得分非常高，仅排
在上海之后。此外，厦门在“工作及创业环境、
社会公共文明”两项中得分较高。

专家点评：
1993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福

建省第一位获准在华永久居留的外籍专家潘威廉

（William Brown）：厦门是投资环境及居住环境

都很出色的城市，近几年更是加大了在公共设

施、公共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厦门市政府

针对交通拥堵问题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如：

建设厦门翔安海底隧道），这一点值得其它城市

取经。

厦门

“人居自然环境”居第二

南京名列第七。在 &个一级
指标中，“政策环境”排名最高，
居于第四位；而“生活环境”排名
最低，居于第十位。在 !'个分指
标中，“医疗卫生环境”一项得分
排在第三位，仅低于上海和北
京。这也是前十名的城市中，极

少数在医疗卫生环境方面表现
出众的城市。

专家点评：
200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

获奖专家、日本堇青石质蜂窝陶

瓷技术专家岩村悟浩（Iwamura

Satohiro）：北京最为国际化，上

海过于拥挤，因此舒适度欠佳。

南京的市民最为友好。我目前碰

到的最大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的

语言障碍问题。

南京

“医疗卫生环境”出众

苏州名列第八。在外籍人
士眼中，苏州的生活环境质量
相当好。在 & 个一级指标中，
“生活环境”排名仅低于上海和
北京；“政务环境”的排名也
不错，居于第六位；“政策环
境、工作环境”排名居于第十
位。在 !' 个分指标中，“自然
人居环境”一项的得分比较高，

但在“创业扶持政策、薪酬待
遇、升迁发展机会”几方面得
分欠佳，在促进外籍人士在苏
州工作、就业方面，还需要加
把劲。

专家点评：
经济地理学研究专家、西交

利 物 浦 大 学 副 校 长 苏 大 卫

（DavidWarwickSadler）：苏

州颇具竞争力的地理位置，便捷

的交通网络，合理的工业布局，

舒适的居住环境使其成为投资以

及居住的绝佳理想地。

苏州

“生活环境”排名居前

杭州名列第九。在 & 个一
级指标中，“生活环境”排名第四
位，其它 # 个一级指标（政策环
境、政务环境、工作环境），排名
分别为第七名、第八名及第七
名。可以说是一个均衡发展型
的城市。在 !'个分指标中，“政
策信息获取、相关事务办理流
程、政务人员工作质量、国际化

氛围与多元文化、医疗卫生环
境、子女教育环境”得分均低于
平均值。可以说，如果在“医疗卫
生环境”、“子女教育环境”上能
够有所提高，杭州的生活环境优
势将更明显。

专家点评：
2010年中国政府“友谊

奖”获奖专家、德国内窥镜专

家迈克·韦博 （Michael-Boris

Weber）：在我看来，杭州是一

座美食美景缤纷交融、基础设

施建设完备的城市。

杭州

均衡发展型的城市

青岛名列第十。在 &个一级
指标中，“工作环境”、“生活环境”
排名分别为第八位和第九位；“政
策环境”、“政务环境”排名均为第
十一位。在 !'个分指标中，“子女
教育环境”一项得分较低，青岛在
这方面仍需再努力。

专家点评：
2011年中国政府“友谊奖”

获奖专家、青岛软控股份有限公

司欧洲研发中心总经理卡罗尔·

万卡（KarolVanko）：青岛是一座

美丽的海滨城市，这里有红屋顶，

茂密的植被和碧蓝的天空。同时，

这里也是一座现代化、国际化、非

常宜居的城市。我很享受在这里

的工作和生活，我爱这里美不胜

收的景色和活力四射的人民。

青岛

工作生活环境有吸引力

十大引才城市评选专家丹尼斯（右二）在福建师范大学考察

十大引才城市评选专家白瑞楠

在活动T恤上签名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悠久历史。 《孟子》
曰：“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西汉中央政府规定“年七十以上
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意思是授给 ,%岁以上老人王
杖，享受薪俸 $%%石级别官员的待遇 （相当于今县处级）。汉代
著作《礼记》曰：“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意思
是长辈或老人站着的时候，自己不可坐下；他们到来的时候，
一定要起立。

中国人一向推崇孝道，由在家庭中对长辈的孝，扩展到社
会上对老人的关爱、尊敬。我国政府不久前颁布《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把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上升到法律层面。

中国尊敬老年人的具体表现，是在长辈、老人面前要讲
礼让、懂礼貌。体现在公交车上，就是给老年人让座。现
今，全国各地的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促进了社会和谐，是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公交
车上大都标明“老弱病残孕专座”，大多数年轻乘客能主动
给老年人让座，或在售票员的提醒下让座。

可是，同样是让座这件事，在西方很多国家，却是另
一番景象。美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乘客自觉排队上车，
不拥挤、不抢座、不在公交车上占用残障人士座椅。男士
可能会“绅士”一番，让座于年轻女士，但大多数人却
不给身旁的老人让座。同时，西方老人在公交车上，也
不愿接受别人让座，非但如此，甚至还有老人主动给孩
子让座。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老人讲究自立，多忌老，认
为“老”是“没能耐”的代名词。因此，在西方公交车
上，若给一位老人让座，他 （她） 会觉得自己被认为
真的老了，会伤害他 （她） 的自信心，不仅不礼貌，
简直是侮辱。在这种气氛中，年轻人自然也就不去碰

钉子或自找没趣了。形成这种尴尬，其深层次原
因在于西方的家庭观念。西方子女没有供养父
母的义务，没有侍奉父母的习惯，在父母面前，
没有中国人那种“孝道”。老人以依靠儿女生活
为耻，所以更不愿意接受不相识者的关爱，因
而失去不少温情，显得人情相对冷漠。

现今在西方，关于公交车上的“让座”
问题，已经引起官方的重视。英国伦敦 "%!"

年 # 月 !" 日出台举措，要求伦敦地区约 &%

万名 ##岁到 #"岁的少年签署“文明宣言”，
承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遵守秩序，主动让
座。不愿意签署“文明宣言”或违反上述
规定的少年，将被没收免费乘车卡 （伦敦
#$岁以下儿童，可以凭卡免费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卡片一旦遭没收，想重新获得
很困难。据报道，少年签署“文明宣言”
的举措，可能会推向全英国。接受调查的
&,(的人认为，这份宣言同样适用于成年
人。

在我国，乘公交车时给老年人让
座，只是道义、礼貌问题，而在德国却
上升为法律。在德国不叫“让座”，叫
“还座”，即年轻人把座位还给享有优先
权的老弱病残孕乘客。德国法律规定，
“老弱病残孕”乘坐公交车享有优先
权。一般来说，公交车上有 !.#左右的
座位是老弱病残孕乘客的保留座，用
蓝十字标记，十分醒目。这些座位一
般设在车厢前半部，靠近前门和中
门，上下比较方便。这些座位即使空
着，站着的年轻人一般也不去坐。如
果坐了，一旦看到有老弱病残孕乘
客上车，必须赶紧起立还座。如果
没有注意到，老弱病残孕乘客已经
站到座位前，要说“对不起”，并立
即将座位还给他们。老弱病残孕
的座位优先权，并不限于那些保
留座位，当保留座位满员，还有老
弱病残孕乘客没有座位时，其他
座位上的年轻人也必须还座。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

赞）

尊老、让座

之 中西差异
马保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