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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政府采购服务

通州残疾人文创基地探索残疾人就业新模式
� � 近日，“至善大道·情系运
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公益助残活动”（下
称“公益助残活动”）在北京市通
州区举办。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通
州区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下称通州区残疾人文创基地）
主办、中国工商银行通州支行和
北京市通州区海诚盛世残疾人
服务中心协办。

残疾人就业是少数

据通州区残疾人联合会理
事长张玉震介绍：“北京市现有
持证残疾人 52.6 万， 通州区现
有持证残疾人 2.9 万。 ”大多数
残疾人希望有一个自食其力的
机会， 能够为家庭减轻负担，也
可以使自己的未来有保障。但是
现状是，一方面，社会就业形势
本来就紧张，另外，因身体残疾
障碍，一些企业和单位对残疾人
有歧视，宁可缴纳残疾人保障金
也不肯录用残疾人，而绝大多数
残疾人也因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综合素质状况较弱，缺乏竞争力
的原因，所以就业率远远低于健
全人。

为改善这种状况，让更多残
疾人能够走出家庭，实现自身价
值的同时， 为社会做出贡献，也
改变社会对于残疾人的歧视态
度，通州区残疾人文创基地打造

“残疾人基地就业+居家就业”的
新模式，通过扶持更多有就业需
求的残疾人走出家门、 实现就

业，达成他们融入社会、展现自
身价值的美好愿望。 同时，该基
地的落成更是通州区区委、区政
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
少”指示精神的一项具体举措。

“让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就
业，对于残疾人来说，也是他们
特别好的康复的过程。 ”通州区
残疾人文创基地主任张继承告
诉《公益时报》。

打造助残新模式

北京市通州区残疾人文创产
业基地是由通州区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 通州区残疾人联合会业务
指导， 社会化运营管理的社会公
益项目。它主要以文创产品开发、
文艺人才培育为主要方式， 以解

决残疾人就业创收为最终目标。
张继承介绍，通过文创产业基

地项目，现已解决在基地就业与居
家就业的残疾人 150人。基地围绕
弘扬“运河文化”和配合“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开发了适宜残疾人
操作的特色产品；另外，基地还和
晨光公司合作， 以给加工费的形
式，让残疾人拼装签字笔。

“我们把有技能和就业需求
的人发掘出来，参与到整个基地
建设中， 他们既是基地建设者，
也是就业者，帮助了基地向前发
展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
张继承说，通过举办本次的公益
助残活动，希望唤起更多爱心人
士，不用捐款的形式就可以帮助
基地，比如一些产品可以帮助开
发。“不仅我们要在社会上掀起
扶残助残新风尚，更重要的要让

这些爱心人士了解我们文创基
地是什么，有什么优势，或者存
在什么样的困难。 ”

张继承告诉《公益时报》现
在基地遇到的一些困难：政府目
前给予基地的运营资金，没有明
确的财务使用标准，希望政府能
够针对基地具体业务给出具体
财政指引方式，以便于基地更顺
畅的运营。 另外，他希望北京能
够像浙江省一样，把当地残疾人
文创基地就业平台上的产品，纳
入政府采购序列，以更好地实现
基地的自我造血功能。

助残企业联盟成立

下一阶段，通州区残疾人文
创基地将继续围绕“北京城市副
中心”建设，以满足残疾人需求

为导向，以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
为目标，努力开创残疾人文创事
业新局面，力争把残疾人文创产
业基地打造成北京城市副中心
又一张精美的名片。

为更好地帮助残疾人就业，
在本次公益助残活动上，北京城
市副中心助残企业联盟正式成
立。 该联盟是通州区残疾人文创
基地与北京汽车物流商会、通州
区社会组织联合会、通州区青年
创业者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为
公益助残事业而发起。 在今后发
展道路上，联盟全体成员将共同
为助残事业倾尽全力，积极组织
开展活动， 规范完善助残项目、
助残服务及运营模式。 据了解，
待运行顺畅、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时， 联盟将草拟规范的联盟章
程， 正式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北京市通州区公益助残协会”，
以最规范、最全面、最便利的服
务， 更好地帮助残疾人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

中国残疾人事业文化助残志
愿者、中国著名十大金牌歌手、玖
月奇迹组合成员、 玖月智能音乐
教育创始人王小玮， 作为北京市
通州区公益助残形象大使出席了
本次活动。另外，来自商会、协会、
学会及企业等的数十家代表出席
了活动， 并在现场进行了助残签
约，以更好地帮助残疾人。中国著
名萨克斯演奏家、 残疾人文创基
地音乐导师里歌在现场为来宾上
了一堂音乐课， 并在现场进行了
演奏。 （徐辉）

� � 还记得那部口碑爆棚的科
幻电影《流浪地球》吗？ 或许我们
不会亲身经历电影中的场景，但
对于全人类来讲，一次次真实的
环境危机摆在眼前， 触目惊心！
经历过大火的亚马孙雨林满目
疮痍，扛不住高温的奥乔屈尔冰
川最终消逝， 全球气温扶摇直
上，物种加速灭亡，极端天气频
发，气候变化悄无声息地影响着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现代工业发展过度依赖煤
炭、石油和天然气，其燃烧后排
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导致温室效
应增强及全球变暖。 由于二氧化
碳含量较多， 所占比例最大，减
少碳排放对缓解气候变化有着
深远的意义。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显
示，2018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再创记录，高达 330 亿吨，同比
增长 1.7%。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始终
保持在高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的增加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
速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

自“十二五”以来，我国陆续
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用于指
导和规范全国和各地的碳减排
及节能工作：2009 年， 国务院决

定将“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比 2005 年下降 40%~
45%” 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0 年 7 月， 国家发改委下发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
作的通知》；2011 年 8 月，国务院
下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
工作方案的通知》；2017 年 1 月，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
综合工作方案》；“十四五”时期，
全国能源行业也将进入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期等。

近期，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和北京哥伦比亚大学全
球中心联合举办的“科学碳目标
倡议培训交流会” 在京召开，来
自能源、通信、零售等行业企业
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科
学碳减排，有效减缓全球变暖。

交流会上，作为碳排放减排
的优秀企业代表，沃尔玛中国可
持续发展负责人房莹做了精彩
分享。 她指出沃尔玛计划通过
“10 亿吨减排项目” 与供应商合
力在 2030 年前将其在全球业务
价值链中产生的排放减少 10 亿
吨， 承诺 2030 年前将其中国业
务价值链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减少 5000 万吨。 集团所有门

店从使用再生能源、优化制冷系
统、改造空调系统、更换照明系
统等方面进行可持续运营，并在
农业种植、废弃物、包装等六类
生产中进行再次优化。

迪卡侬作为全球知名体育
零售商，于 2018 年 9 月在纽约联
合国气候大会上正式宣布将在
2026 年全球门店和仓库使用的
电能实现 100%源自可再生能源
的目标。 迪卡侬职能经理胡志鹏
在会上表示为实现这一美好愿
景，迪卡侬做了科学、标准的碳
足迹分析，并根据其在产品和供
应链不同的碳排量制定出更有
针对性的减碳计划行动方案。

既要完成国家和集团公司
节能减排的指标，又要保障经营
收入和利润，中国移动在近些年
中，摸索出一条合适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 中国移动长期开展绿色
行动计划，紧跟国家政策，深入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利用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信
息技术打造“蓝天卫士”信息化
应用，为 200 多个地方政府提供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化支撑，提供
了环境监控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连续 11年发布《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华为，是中国企业践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先驱
者， 其在 2018年报告
中指出，华为将聚焦数
字包容、 安全可信、绿
色环保、和谐生态四大
可持续发展战略。华为
致力于通过创新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促进各
行业的节能减排和循
环经济发展，牵手供应
商开展制定绿色伙伴
计划，共建低碳社会。

2015 年，巴黎气
候变化大会通过《巴
黎协定》， 为 2020 年
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做出具体安排。
从各国政府间的合作
再到各领域企业的自主行动，各
个行业都在以实际行动努力控
制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 二氧
化碳减排工作不仅是一项长期
而又艰巨的任务，更是一项综合
性、系统性极强的工作。 各企业，
特别是碳排放强度较大的企业
更应审时度势，深入了解全国出
台的碳市场和排放政策；做好企
业碳排放数据核算；发掘内部减
排潜力的同时，尽快布局减排技
术的研发；探寻符合企业实际的

减排途径，有的放矢地开展碳减
排工作，为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做好充足的准备。 正如沃尔玛
和迪卡侬两家企业代表在分享
中不约而同地提出，虽然更换设
备会导致企业前期投入增加，但
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是对企业有
益的。“碳含量减排”在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势必推动中
国创新事业的发展，更是为全球
可持续发展及人类生存环境的
改善贡献力量。 （相阔）

知名企业共探碳减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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