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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2018 年中国信息无障碍十大进展发布
■ 本报记者 王勇

� �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众
多高新技术的发展，信息无障碍
也逐渐开始升级为“科技无障
碍”， 通过科技最大程度降低障
碍群体获取信息的难度成为众
多机构的共同选择。

为了展示传达出各行业在
信息无障碍方面取得的重大进
展， 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
（CAPA）秘书处信息无障碍研究
会通过多方征集，邀请政府相关
指导单位和腾讯、 阿里巴巴、百
度、微软（中国）、中国平安等联
盟成员单位集体投票，共同推选
出“2018 年中国信息无障碍十大
进展”。

1、 中国盲协信息无障碍促
进委员会在京成立

为了推动信息无障碍工作，
维护视障群体的信息无障碍权
益，引导视障群体积极融入信息
社会生活， 经中国残联同意，中
国盲协决定成立信息无障碍促
进委员会。 7 月 6 日，委员会成立
会议在中国盲文图书馆举行。 会
议介绍了委员会的筹备情况，通
过了《中国盲人协会信息无障碍
促进委员会工作规则》， 产生了
第一届委员会成员。

2、 工信部组织征集信息无
障碍实践案例

为贯彻落实《残疾人保障
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
要求，发挥信息通信行业的特点
和优势，推动信息技术在无障碍
环境建设领域的广泛应用，工信
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深圳市信息无障
碍研究会组织编写《中国信息无
障碍实践白皮书》。 面向全国范
围内征集信息无障碍优秀产品、
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案例。 预计完
整版的白皮书将于 2019 年初正
式对外发布。

3、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
布 《移动通信终端无障碍技术
要求 》

由工信部指导、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组织制定的《移动通信
终端无障碍技术要求》 正式发
布， 本标准规定了为残疾人、老
年人开发生产无障碍移动通信
终端所应满足的技术要求，包括
基本设计、 系统设置和恢复、文
字编辑、文字缩放、交互操作、图
形组件、栏框组件、表单、电话功

能、 短信功能、 通讯录功能、接
口、语音处理等方面的无障碍技
术要求。

4、《深圳市创建无障碍城市
行动方案 》正式通过 ，打通信息
无障碍提升城市温度

2018 年 11 月 30 日，《深圳
市创建无障碍城市行动方案》经
深圳市政府同意、印发。 方案中
提到，至 2020 年，深圳将构建无
障碍城市政策标准体系，引领和
规范各区、各领域、各环节的无
障碍建设，全方位、系统化推进
创建无障碍城市。 城市建设离不
开信息建设，深圳创建无障碍城
市行动，对实现信息无障碍具有
战略意义。

5、 互联网信息无障碍通用
设计规范正式立项

7 月 24 日， 由中国互联网
协会组织的《Web 信息无障碍
通用设计规范》立项评审会议在
京召开，国家相关机构、行业组
织、用户团体、企业代表等数十
家单位相聚一堂。大家一致认为
《Web 信息无障碍通用设计规
范》时机恰当、意义深远、价值重
大。 经举手表决环节，《Web 信
息无障碍通用设计规范》全票通
过立项决议。

6、 多个信息无障碍行业论
坛成功举办 ，科技 、创新屡次成
为高频词

3 月 28 日由信息无障碍产
品联盟（CAPA）主办、信息无障
碍研究会承办的首届科技无障
碍发展大会在京顺利召开。 5 月
16 日由北京建院主办、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支持的“无障碍通用设
计研究中心启动仪式暨无障碍
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10 月 10 日
在京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信息
无障碍论坛获得圆满成功。 10 月
14 日全国无障碍机构第一次联
席会议暨“2018 融合发展圆桌会
议”在京隆重举行。 多个信息无
障碍行业论坛的成功举办，揭示
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无障碍
的发展。 四次论坛分别以科技发
展、 无障碍环境建设为核心，技
术再创新为切入点，汇聚了政府
领导、国内外行业专家及关注无
障碍发展的各界精英共话信息
无障碍发展议题。

7、 国内第一本信息无障碍
领域专业书籍面世

国内第一本信息无障碍专
业图书《信息无障碍：提升用户
体验的另一种视角》 正式出版
发行， 填补了国内信息无障碍
领域专业书籍的空白。 本书从
行业发展、标准法规、产品技术
案例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论述了
信息无障碍的多个层面， 打通
信息技术产品的通用性关卡，
提倡所有人都能通过互联网平
等地获取信息。

8、腾讯获联合国颁发“数字
技术增强残疾人权能奖”， 让科
技助力信息无障碍发展

腾讯秉承着“科技向善”的
理念，自 2009 年起，对旗下多款
产品，包括 QQ、QQ 空间、微信、
腾讯网等都进行无障碍优化，在
3 月 28 日科技无障碍发展大会
现场宣布：QQ 空间将启动“无障
碍 AI 技术”对外开放项目。 通过
数字技术为障碍群体的生活创
造合理便利条件，因在信息无障
碍领域做出贡献荣获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设立的“数字技术增
强残疾人权能奖”， 该奖项为数
字技术赋能残障人士领域的唯
一国际性大奖。

9、 信息无障碍行业榜单相
继发布，引发各界关注

随着信息无障碍理念的不
断普及，各行业对信息无障碍关
注正逐步增加。 2018 年 5 月，中

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CAPA）
推出了国内首个互联网产品信
息无障碍排行榜———可及，旨在
让更多互联网企业更重视产品
的无障碍优化，可及榜单按照行
业分类，每月榜单精选中国主流
的互联网产品，并广泛听取障碍
用户意见，选出障碍用户关注度
最高的十大应用进行评分。 继可
及榜单之后，2018 年 12 月，凤凰
科技与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
联合推出了“无障碍使用榜单”
以不同角度关注并推进信息无
障碍。 越来越多行业榜单的发
布，旨在呼吁更多行业、机构共
同推动信息无障碍发展进程。

10、 信息无障碍入选网络
扶贫优秀案例 ， 开创精准扶贫
新思路

11 月 30 日， 深圳市信息无
障碍研究会案例入选了由中央
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指导、中国
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新华网组
织评选的“2018 网络扶贫优秀案
例”。 攻克障碍人群扶贫难关，实
现精准扶贫，信息无障碍进程的
高速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与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滴滴出行、今日
头条等互联网头部企业联动，从
社交、购物、资讯、出行等方面努
力提升障碍群体的生活。

首届科技无障碍发展大会现场（CAPA 供图）

中国盲协信息无障碍促进委员会成立会议现场（CAPA 供图）

� � 1 月 3 日，郑州市民政局联
合郑州市财政局出台了《郑州
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 对郑州市政府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资金管理的原则、预
算内容、 绩效评估等方面提出
了指导意见。

《办法》指出，政府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资金管理要要规范安
全， 规范购买服务资金管理程
序，健全监督机制，确保资金专
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办法》明确，用于支付项
目执行工作人员的薪酬和福
利， 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津
贴、社会保险等，不低于项目经
费的 70%。 购买主体应根据合

同约定的经费拨付时间及方
式，及时拨付经费，确保项目顺
利运作。

《办法》同时明确，将施行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绩效评
估制度，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
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绩
效评估机制。

（据中原网）

重庆：万名社工专才培养计划显成效
� � 日前，重庆市人事考试中
心发布消息称，2018 年度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合格证
书已经开始发放。 2018 年，重
庆市 11555人报名考试社工证，
参考人数 8993 人， 合格人数
2757 人； 较2017 年分别增长
43.04%、40.22%、230.18%， 均创
历史新高。

目前，重庆市持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证书的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已达 15048 人，其中
社会工作师 2202 人、 助理社
会工作师 6921 人、 社会工作
员 5925 人， 全市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总量已达 5.5 万人，
“万名社工专才培养计划”扎
实推进，一支数量适合、结构
适宜、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基本建成。

近年来， 重庆市民政局通
过鼓励区县出台激励政策、积
极举办考前公益培训等众多举
措， 不断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 目前全市已建成
2000 余个社区社会工作室(站)，
培育 200 余家民办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仅市级民政系统，已实
施 1100 余个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 （据重庆市民政局网站）

南京：创新慈善超市运营模式
� � 1 月 3 日，位于南京市玄武
区的九洲壹号慈善超市正式营
业。 据悉，这是南京市第一家由
公益组织募集爱心物品并负责
运营的慈善超市。

据介绍， 该超市由公益组
织南京玄武九洲残疾人文化艺
术中心创办， 三分之一的超市

物品是九洲培育的残疾人自主
生产的布艺系列及文创产品，
超市内工作人员都是残疾人。
慈善超市占地仅有 100 平方
米，在云锦坤包、各种手工艺品
之外， 售卖的粮油食品和日用
品，均为社会公众无偿捐助，借
助市场管理和运营模式， 为残

疾人和困难群体提供物质帮扶
和志愿服务。

据了解， 九洲壹号慈善超
市正式运营后， 获得的所有收
入， 除了支付员工工资和运营
成本之外， 将全部用于帮助发
展残疾人事业和困难群体。

（据《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