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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

特朗普减税
靴子落地，
宁波如何应对？
宁波火车站双语指路牌。
（刘 波
摄）

规范双语标识，
规范双语标识
，让宁波更加国际化
本报记者
通讯员

杨绪忠
吴 波

走在甬城大街小巷，不时可见的中
英文双语标志牌，已成为宁波“城市国
际化”的一个独特展示窗口。不过，有
调查显示，虽然我市双语标识标牌承担
着地标指引、城市形象展示、文化体
现、品质提升等作用，但在建设中存在
多头管理、设置不规范、拼写错误较多
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形
象。
如何进一步提升，为宁波“国际
范”增光添彩？笔者就此作了走访。

双语化程度参差不齐
在海曙区城隍庙开明街，一个中英
文双语标识路牌“KAIMING JIE”竖
在路口，非常醒目。但深究一下，是
“KAIMING JIE” 还 是 “KAIMING
St.”？这似乎已成为一个问题。
市住建委提供的相关信息显示，目
前我市公共双语标识主要有道路指路标
识、交通枢纽指引标志、公共服务机构
及服务设施指引标识、旅游指路标志、
路名牌、公交站名牌、提示语和文明标
语等 7 类，总量数以万计。
根据宁波工程学院对宁波老外滩、
天一商圈、南部商务区等 5 个重点片区
公共标识系统普查，宁波中心城区通过
近三年的公共双语标识系统建设，总体
双语化程度有明显提升，双语标识的覆
盖率最高片区为 54.79%。
但宁波现有的公共双语标识设施存
在四方面突出问题：一是标识双语化程
度不高，大部分交通设施的公共标识缺
少双语标注；二是标识种类繁多，很多
版面内容杂乱，没有规范统一；三是不
同类型标识涉及的建设部门不同，翻译
标准存在差异；四是英文拼写错误、表
达错误等现象仍时有发生，英文监管存
在漏洞。
据宁波工程学院相关人士介绍，目
前我市各类公共标识的双语化程度参差
不齐，大到交通枢纽、文体中心、行政
事务办理机构，小到公共厕所、公共避
灾场所等，设立标识的版面多样，不少

标识缺少中英文对照；部分标识字迹不
清，写法各异；标牌在材料尺寸、样
式、内容上均不统一，整体较为凌乱。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公共双语标识
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公共
双语标识的作用，补充和完善双语标识
系统，纠正错误和不合理的标识设置，
更新和优化相关设施功能，亟须开展公
共标识的全面排查和双语标识整改工
作，以统一和规范公共双语标识，提升
城市国际化形象。”

路边，常常能看到甬城中英文双语标
志牌不规范的现象。 （杨绪忠 摄）

规范建设正在“进行时”
不过，有关部门已认识到这个问
题，并积极行动起来。
根据全域双语标识系统建设要求，
今年市住建委将公共双语标识系统建设
逐步向周边县市延伸。年初组织召开了
建设推进会，要求各区县 （市） 上报
2017 年 度 公 共 双 语 标 识 建 设 重 点 项
目，并结合今年“提升城乡品质、建设
美丽宁波”行动计划，在征求各地、各
相关部门意见后，于 3 月底印发了 《宁
波市城市公共双语标识系统建设 2017
年实施方案》。
同时，加强技术审核。年初以来，
市住建委在市外办指导下，受理了中山
路公交站名牌、中山路导视牌、樱花公
园内部标识、环城南路道路标志牌等多
起标识审校工作，按照 《技术指引》 和
《翻译规则》 有关要求，对标识画面、
排版、中英文等内容进行审核确认，确
保公共双语标识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
此外，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去年以
来，市住建委牵头组织开展中心城区环
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将公共双语标识
建设理念有机融入“绿化、美化、亮
化、洁化、序化、优化”六大整治工
程、130 余个重点整治项目中，以城市
轴线、枢纽节点、江河沿岸、重要区
块、涉外宾馆等为重点，全面提升城市
国际化形象。
截至目前，公共交通设施方面，轨
道 1 号线和 2 号线一期、铁路宁波站及
南北广场、栎社国际机场等项目已完成
双语化改造。
城市道路设施方面，中山路、解放
路-大庆南路结合道路综合整治，已完

成道路交通标志牌及公交候车厅的双语化
改造。机场路北延、东部新城道路等其他
城区道路已完成双语标识系统建设。
重要街区方面，逐步完善天一商圈、
老外滩内部、南部商务区、南北高教园区
等重点区块双语标识。
旅游及服务场所方面，涉外参观场
所，包括三星以上旅游饭店、3A 以上旅
游景区等，均按双语甚至多语的标准实
施。
城市公园绿地方面，樱花公园、夏禹
公园、包家河公园等城市公园绿地均按标
准完成公共双语标识系统建设。

“纠错”行动全民总动员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广大市民也行动
起来，参与到双语标志牌的建设和管理中
来。
“‘Any activities’？好 像 有 单 复 数 搭
配不当的问题！”周六上午，在中山公园
的一处告示板前，浙江万里学院外语学院
的大三学生陈蓉喊来两个小伙伴，将一个
疑似差错拍照、记录下来。他们就是参与
全市双语纠错“啄木鸟”行动的志愿者。
三人沿着地铁 2 号线重要站点，四处查看
各种双语标志牌，一直从当天上午 9 点忙
到下午 4 点多，共抓到五六处疑似差错。
日前，市双语办在全市中心城区发起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双语标识牌英文纠错
“啄木鸟”行动，以有奖“寻错”形式，
广泛发动、吸引有专业英语知识的市民群
众参与宁波公共双语标识纠错，以引起各
相关单位对公共双语标识标牌制作的重
视，提升翻译准确性。
据悉，本次纠错行动的主要围绕火车

宁波站、天一商圈、老外滩、南北高教园
区、南部商务区、中山路沿线等区域展
开。目标针对公共交通、城市道路、城市
街区、旅游服务场所、公园绿地等领域的
公共双语标识，纠正其中的拼写错误、表
达错误、语气不当等问题。
“这项活动将长期开展下去。市民发现
疑 似 错 误 可 发 至 邮 箱 nbssyb@126.com 或
关注‘品质宁波’微信公众号，以随手拍方
式上传错误标识照片。同时要附发现地址，
疑似错误、修改意见，以及参与人姓名及联
系方式。”市住建委相关人士介绍。

着眼长远规划建设
“‘建设国际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
明之都’是宁波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而
城市公共双语标识系统建设是从城市基础
设施角度提升宁波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一
环 。” 为 此 ， 宁 波 工 程 学 院 相 关 人 士 建
议，应多方面加强城市公共双语标识牌建
设，为宁波“国际范”增光添彩：
首先，要着眼于长期规划，分阶段建
设。根据宁波市城市双语标识现状，近期
重点解决使用面最广的交通设施指示牌，
以及公共设施指示牌的整改和增设工作。
此后，应根据宁波公共双语标识的现状和
宁波近三年的城市建设进程，编制出台今
后三年实施方案，逐渐向周边辐射，最终
形成全市范围内的覆盖。
其次，制定合理的英文纠错和审批渠
道。为进一步加强对标识英文翻译的管
理，一方面，针对现有的标识，定期组织
团队或市民参与相关纠错活动；另一方
面，市双语办应联合市外办共同制定英文
翻译审核流程，建立专门的审核团队负责
全市公共双语标识的英文审校工作，从源
头上降低标识英文错误率，营造良好的国
际语言环境。
此外，注重政府引导，加大企业投
入。“城市公共标识设施系统的建设和改
造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政府在加强对
公共双语标识系统建设资金投入的同时，
应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企业在城市公共
标识设施系统建设和维护中加大投入。”
宁波工程学院相关专家认为，这可以拓宽
城市公共标识设施系统建设资金的筹集渠
道，推进城市公共标识设施系统的
健康发展。

志愿者心声
浙江万里学院工商 161 班 徐燕
近期，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参
加了双语标识英文纠错“啄木鸟”
行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
义。
参加这个活动，不仅可以锻炼自
己的英语水平，还能锻炼团队合作能
力。纠错后，大家在相关标识前拍照
留念，特有成就感。
今后，我们希望通过潜移默化的
影响，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
中来，一发现身边有错误的标识，就
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不给错误的标
识“留有余地”，让外国友人可以更好
更快地融入宁波大家庭，也让我们的
城市更快走上国际化。
浙江万里学院的志愿者正在参与纠错行动。

（杨绪忠

摄）

浙江万里学院日语 161 班 陈蓉
早晨刚睡醒，我就急急忙忙地出了
门。我们计划从火车站开始，沿着地铁
二号线往北高教园区去。刚到火车站准
备进地铁站时，就有同学说有了发现。
原来北广场的“north”拼错了，大家很
兴奋，原本迷迷糊糊的我也瞬间干劲十
足，争取有更多的成果。
在地铁二号线，各种各样的标识
里专业名词很多，有些句子很长很难
懂，但我们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在识别
是否有错。一天下来，收获满满。在
这次活动中，我变得更有耐心，也更
仔细。虽然走了很多的路很累，但想
到能为宁波的建设出一分力，感到非
常开心。
（整理：杨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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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岁末，美国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
终于落下帷幕。12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了减税法案，该法案将于明年 1 月正式实施。美国
企业税将从 35%下降至 21%，预计未来十年减税
规模将达到 1.5 万亿美元。
美国税改的虹吸效应及产生的外溢性，无疑
对美国自身及世界经济秩序产生较大的影响。那
么，对经贸依赖程度较高的宁波来说，美国这波税
改将会对宁波与美国的经贸产生何等影响？

现状：
优势互补，利益共赢
从单一市场看，美国是宁波当前最大的贸易
伙伴。今年前 10 个月，我市对美国进出口、出口和
进口分别为 163.88 亿美元、137.93 亿美元和 25.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6%、13.4%和 37.0%，占全市
比重分别为 18.1%、23.1%和 8.4%。美国市场成为
拉动我市外贸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
再看投资，双向合作领域广泛。截至 2017 年
10 月，我市引进美资企业 1785 家，实际外资 17.88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医药制品、综合医
院等领域。美国列我市投资来源国家地区第 7 位。
其中，重点美资企业支撑作用明显。约翰迪尔、康
德乐、陶氏化学、马士基等 13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
我市总投资 5.9 亿美元，占美资企业在甬投资总额
的 30%。同期，我市对美投资 440 家企业（机构），
实 际 中 方 投 资 18.2 亿 美 元 ，占 全 市 16.5% 和
20.2%，主要集中于汽配、贸易、物流、电子科技、能
源等领域。
“买卖”往来日渐频繁，双向投资迅猛增长，这
些共同奠定了双方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经贸底
色。

影响：
短期刺激，利弊互见
“特朗普此次的税改法案，旨在吸引美元回
流，制造业回归，增加就业，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消
费，从而振兴美国的经济。”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短期来看，此举将促进我市对美出口。专家表
示，当前，在美国消费和生产结构变化不大、进口
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的背景下，本轮减税，其进口改
善的行业或与 2001 年减税时期保持一致，即对矿
产品、机电、化学制品、塑料橡胶、基本金属和仪器
生产等行业进口增速显著改善。届时，我市在上述
行业中的竞争力将大幅提高，相关行业出口或将
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贬值预
期将变强，而贬值将在短期内极大地刺激我市出
口增长。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减税也将提升企业“走
出去”热情。从目前我市对美国的投资来看：投资
增速有所加快，所投行业由最初的设立分支机构
转向先进制造业、消费和贸易产业。这几大产业恰
恰是从本次税改受益比较大的行业。但同时，专家
提醒，减税、加息也会促使美元小幅升值，从而增
加我市企业“走出去”的成本，企业决定购买和投
资美国资产前，必须慎重考量，综合评估。
再看招商引资，从国际比较看，税改无疑将提
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构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
竞争格局。但另一方面来看，美国的制造业与我市
制造业并没有完全重叠，部分制造业虽对我市形
成冲击，但其高端制造业如芯片、软件、精密仪器
等则引领了全球的制造业方向，其大力发展对我
市的产业演进具有外溢性。以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为例，
“ 芯空间”已渐成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推进平台及专业服务机构，宁波或将利用已有产
业基础，借此冲出一片“芯天地”。

对策：
见招拆招，顺势而为
应对这波“特朗普冲击”，宁波怎么办？专家表
示，首先要密切跟踪经贸动态，加强分析预测。并
且根据形势变化，顺势而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投资环境、稳固制造业投资；降低企业成
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强“走出去”扶持引导，健
全风险防范服务等。
“国际经贸间的角力，最终比拼的是创新能
力。”专家表示，就此而论，宁波对策的核心，就是
创造宽容的营商环境，包括宏观政策、商业环境、
人才条件等。从企业自身而言，关键是要降本增
效，提高产品竞争力。
“美国减税改革的实施，将助推我市企业赴美
投资。作为商务主管部门，需加强企业‘走出去’的
扶持引导和风险防范服务。”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市将支持龙头和实力企业创新对外投资
方式，以扩大市场渠道、提高创新能力、打造国际
品牌为核心稳妥开展并购。同时带动产业链内中
小企业走出去，营造“千军万马闯世界”局面。
“此
外，我市将支持中信保等保险机构扩大‘走出去’
保险覆盖面，建立市、县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境外安
全应急处置机制等，进一步为企业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