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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候选汉字将晋级
“
决赛”
专家团将根据微信得票以及推荐理由，评出2017淮安年度汉字
度汉字票选的“战
况” 越来越激烈。
最近3天， 汉字票
数榜的第一名每天都在
变。 今日中午12时，由淮安
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淮海
晚报社、 淮安报业传媒集
团全媒体经营中心承办的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淮安
分 行·2017 年 淮 安 年 度 汉
字评选”微信投票将截止。
快为你心仪的年度汉字加
把劲吧， 还有最后一波红
包等你拿哦！

年

淮海晚报官方微信

由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淮安分行冠名的
2017年淮安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开始以来，
不仅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推荐汉字， 广大
微友也积极投票支持那些他们认为可以浓
缩淮安过去一年时光的汉字。 昨日，众多微
友将票选微信转发朋友圈并截图给晚报微
信后台， 有的还留言表达了对心仪汉字的
支持。
“我投1号新！ ”微友“
宝刀不老”给“
新”
字投了票。“我推荐变，快速路改造，棚户区
改造，各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淮安旧貌换新
颜。 ”网友“ZYXCZYF”则支持“
变”字。
“魅力无穷淮安城， 快马加鞭在奔腾。
日新月异变化大，突飞猛进新征程。 ”微友
“孺子牛”发表了自己的“2017年度汉字举
荐有感”。
微友“健康快乐”则感慨说：“这些汉字
都能反映出， 我们大淮安的一片大好情景
和巨大的变化， 给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及交通方便。 因为有各级政府的努力才会
有今天的大好形势。 ”
在众多微友的助力下，昨日，汉字间的
“票战”越来越激烈。 此前两天票数领先的
“容”、“新”、“进”等字，被“
魅”字超越。
今日中午12时，微信投票将截止。 对

于投票后将票选微信转发朋友圈并截图给
晚报微信后台， 留下自己微信号的微信网
友，本报继续从中抽取若干幸运微粉，继续
发送了数额不等的红包。 今天上午这最后
半天的投票时间，你还有机会获得红包哦！
根据活动计划，投票结束后，评审团将
根据15个候选汉字的得票以及推荐理由充
分程度进行综合评判， 最终选出一个承载
2017年淮安的汉字。 在评选中位列前10名
的汉字推荐者将获得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淮
安分行提供的现金奖励，其中，年度汉字的
推荐者将获一等奖，奖金1000元；2-4名的
汉字推荐者将获二等奖， 奖金各600元；
5-10名的汉字推荐者将获三等奖， 奖金各
300元。
为感谢众多市民积极参与汉字征集活
动，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淮安分行还将为他
们送上精美礼品！ ■淮海晚报记者 刘权

茛

去年我市干线公路
新通车里程超50公里
晚报讯 记者从市公路部门获悉，2017年我
市干线公路建设完成投资18.03亿元， 建成通车项
目6个，通车里程50.94公里，投资额、通车项目、通
车里程均创新高。
503省道淮安机场连接线工程位列“全省普通
国省干线公路建设工程十佳项目” 之首，235国道
盱眙北段及331省道盱眙绕城段工程明蛤段、京杭
运河黄码大桥、235及346省道涟水绕城段、348省
道洪泽南环段等干线公路的建成通车， 进一步优
化了全市路网结构， 完善了普通公路与其他交通
节点的集疏运布局， 为淮安中心城市建设和交通
枢纽地位的巩固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张小燕 王晨晨）

全程录音录像
随时可以调取
市食药监局透明规范执法室启用

2月1日起看病
要多收26元药事服务费？
市医保中心回应：这事真没有！

市自2015年
12月 31 日 起
实行城市公
立医院药品
“零差价”政策已有2
年多的时间，市民在
就医时充分感受到
了其中实惠。 然而，
近日有一则消息在
淮安市民中流传：因
药品实行“零差价”
销售，每位患者在挂
号时，医院要多收26
元的“药事服务费”。
此外消息中还称，医
保卡从2018年1月起
每月返还70元补贴。
这令不少市民将信
将疑。
经记者与市医
保中心工作人员核
实，以上两条信息均
为谣言。

我

谣言 1：2月1号开始看病一定要带医保
卡。 因为药品实行0差价，医院开药不加价了。 政
府给医院的政策是每个人挂号看病不管你开不
开药都要收26块钱给医院，这个费用叫做药事服
务费。 不带医保卡这26块钱就自己出，带了医保
卡自己只出2块钱。记住，不管你开不开药这26块
钱都要收，有医保卡就报销24块钱，所以看病一
定要带医保卡。

辟谣：淮安不存在“药事服务费”
“首先淮安市民使用的是江苏省统一发行的
社会保障卡，并不是医保卡。 ”市医保中心医疗
管理科副科长张珂说，其次，“药事服务费”也不
是淮安地区的说法， 正确的应该是“诊察费”，
“
根据现有规定， 三级医院普通门诊、 副主任医
师、主任医师诊察费分别为12元/次、22元/次、35
元/次。 ”
在《关于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调
整城镇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的通知》中详细规定了
使用医保支付诊察费的情况：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在公立医院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诊察
费，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基金支付；个人账户基
金用完后，由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以50%的比例按
普通门诊诊察费的标准支付。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在门诊统筹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发生的
普通门诊诊察费（一般诊疗费），按社区卫生服务
站8元/次、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元/次的限
额标准，由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基金支付70%。
“也就是说，26元的“药事服务费”在淮安并
不存在。 ”张珂说。

谣言 2：（转发） 家里有退休亲人的朋友
们：将你的退休证、身份证、医保卡带上，到街道
去登记， 填2张表每月有70元的补贴返到医保卡
里， 从2018年1月就开始有了。 这补贴不会补发
的，啥时办理啥时领。看到的朋友都帮忙转发，你
轻轻一点可让更多的朋友得利。 (各地都有)

辟谣：医保相关的登记不在街道
张珂告诉记者，这则信息中有许多常识性的
错误。 在淮安，与医保相关的登记主要集中在各
区的医保相关机构，而不是在街道。“
参加我市医
保，要么是居民医保要么是职工医保。 居民医保
没有个人账户，就不会有补贴；职工医保每月返
还的补贴是根据工资、年龄等综合计算，不同情
况下返还的补贴不同，且无需主动登记。 这与每
月70元的说法无法对应。

这些谣言曾经在
上海等地流传过
记者从市医保中心了解到，这些消息已不是
第一次出现，这两年在上海、湖北、浙江等多地流
传过，当地相关部门均已进行了辟谣。只不过，这
与时俱进”，把日期及时
些“谣言”在淮安流传时“
进行了更改，显得更为“合理”，误导淮安网友转
发。
张珂提醒市民，“12333” 是人社部门统一的
热线电话，核实社保、医保等相关信息都可拨打
该热线，工作人员会耐心解答市民的问题。
■淮海晚报记者 周涔嘉

晚报讯 “我一共就赚了38块钱，为什么要罚
3万元”……1月9日下午，市食药监局就涟水县某
超市对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行政处罚决定
提起行政复议一案， 在该局新建成的透明规范执
法室依法举行行政复议听证会。 这是市食药监局
透明规范执法室首次投入使用，全程录音录像，获
得复议双方的认可。
记者了解到，去年7月，该超市因销售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红酒而被消费者举报。“
主要是被举报
的红酒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说，一般来说，红酒里会添加二氧化硫，而《食品安
全法》 等相关法律要求添加微量二氧化硫应该标
注含量， 但是该超市销售的红酒并未标注含量，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该超市销售了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食品。 ”
而该超市主要是对行政处罚的幅度和处罚的
依据不服，“我们一共就卖了2瓶红酒，一共就赚了
38块钱， 却要罚款3万， 我们觉得处罚力度有点
高。 ”于是，他们向市食药监局提出了行政复议。
本次的听证会，相较以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在新建成的透明规范执法室依法举行行政复议听
证会。“这里面有很多比较先进的设备，记录的电
脑、影像、视频监控等等都有，并且整个听证会上
全程录像，如果当事人对我们听证过程有质疑，可
以随时调阅查看。 ”此次的听证会全程录音录像，
获得复议双方的认可。
据介绍，会上双方各自摆出了理由和依据，相
关工作人员讲解《食品安全法》相关法律条文，“该
超市的案情， 法律上明文规定如果出现这样的违
法行为，将处以5000到5万元的罚款，我们一般自
由裁量权是在中线左右进行处罚的。 ”该工作人员
表示，其实很多人对《食品安全法》不太了解，“这
部法在制定的时候， 上层的意思就是要用严厉的
法律来抑制食品安全事件， 所以罚得就比较严
厉。 ”
据介绍，市食药监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等制度》的工作要求，制定
出台双随机联动执法、双清单责任落实、双核查工
作推进的“三双”透明执法机制，在市局机关一楼
建设可全程录音录像的数字化透明规范执法室。
该执法室配有全角度摄像头， 在执法室内举行的
执法活动公开透明、全程留痕。
■淮海晚报记者 金义旻 通讯员 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