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出台指导意见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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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一条数字化“盲道”
让残障人士共享技术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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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中国盲文图书馆 5
层的“智能家居馆”，只要对智能
音箱动动口， 就能调节空调温
度、 让扫地机器人开始清洁、关
闭窗帘……这个由中国盲文图
书馆联合浙江大学、阿里巴巴共
建的国内首个面向残障人士的
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展现了“技
术的温度”。

12 月 3 日， 该智能家居体
验中心正式开放， 优酷也上线
专门的无障碍网络视听平台，
为盲人朋友提供包括《我不是
药神》《唐人街探案 2》 等热门
电影的无障碍解说版。 以往只
能在线下放映的无障碍电影搬
到了线上，盲人朋友也能随时随
地“追大片”。

“近两年，智能家居很火，不
少视障用户已经开始在家使用
智能产品来体验声控的智能化
生活，智能家居切实给视障用户
带来了无障碍的居家体验。 ”“智
慧智能 助力视障文化服务研讨
会”上，中国盲协副主席兼秘书
长、中国盲文图书馆信息无障碍
中心主任何川说。

中国当前有 8500 万残障人

士，其中视障人群总数超过 1700
万， 相当于整个荷兰的人口，他
们中有 600 多万人使用智能手
机。 在被视障遮蔽的现实世界
里，很多盲人寸步难行。 而互联
网为他们创造了重新接入世界
的机会。 不过，这个机会需要社
会观念的嬗变作保障，需要技术
的演进作支撑。

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信息无
障碍这双“推手”———为特殊人
群设计智能产品交互功能，能够
帮助视障、听障等用户享用软硬
件产品，相当于互联网世界的盲
道、义肢或者助听器。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浙大教
育基金会理事胡炜提道， 上个
月，国办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
施方案》中指出，要使手机等智
能终端产品具备大字体、大音量
等特点。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规
划所高级工程师王莉同样提道，
“十四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
系的设施，今年 9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发布《关
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

见》， 这份信息化助力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中明确
要重点关注老年人、残疾人以及
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三类人群，重
点解决资费、终端以及互联网应
用 3 个方面的障碍。

据王莉介绍，已经有 20 多个
省实施了专门针对残疾人的信
息消费的优惠政策，但具备无障
碍功能的手机终端现在还较少，
无障碍不是入网监测的强制标
准，同时我们的网站、App 中有无
障碍优化的还很少，“现有 300 多
万存量的 App 中，有无障碍优化
的屈指可数。 ”王莉说。

她表示，下一步要依托“新
基建”来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与无
障碍环境的融合，对现有的无障
碍环境设施设备做数字化改
造； 扩大信息无障碍终端产品
的供给； 推动信息技术在无障
碍领域的应用； 支持信息无障
碍产业化的发展等。“要推动
AI、 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无障碍
领域的应用。 比如工业和信息
化部正在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合作，在盲人常用的一些药品
上添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收听

药品的语音介绍。 ”
“当我们运用打车平台、智

能化导航独立走出家门，而不再
需要家人搀扶；当我们打开手机
听到人工智能的琅琅读书声，不
再为了盲文书一本难求而苦恼；
当我们点开手机购物平台，需要
的货物和商品可以很方便地送
货上门， 不再需要到商店去购
物，我们感受到的是现代科技带
给我们的平等参与、尊严感和幸
福感。 ”中国残联理事、中国盲协
主席李庆忠说，“希望在不久的
未来，智能机器人能够代替导盲

犬， 成为盲人出行的最佳助手，
期待未来和大家一样，坐着自动
驾驶的汽车上下班。 ”他强调，人
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能够不断
解决视障人士遇到的困难，在社
会意义上让大家“复明”。

王莉呼吁：“让信息技术尤
其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为视力
障碍者安上‘千里眼’，为听力障
碍者装上‘顺风耳’，为肢体障碍
者配上‘飞毛腿’。 让全体人民尽
享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
国建设的数字红利。 ”

（据《科技日报》）

近日，中共辽宁省委政法委
员会、 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 辽宁省民政
厅和辽宁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
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把
开展志愿服务与创新社区治理结
合起来，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和学雷锋活动结合起来，以
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提升服
务能力为目标， 以扩大社区志愿
者队伍规模、 提高队伍素质为重
点，以制度化建设为保障，加快建

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
合理、长期稳定、服务规范的社区
志愿者队伍，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的服务需求，为发展社会事业、创
新社会治理、 促进社会文明凝聚
强大社会力量。

《指导意见》明确 ，到 2025
年， 全省城市和农村社区实名注
册志愿者占社区居民人口比例均
达到 13%以上， 每个城乡社区培
育发展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
服务站）1 个以上。 具有专业特长
的社区志愿者不断增多， 专业社
会服务的志愿服务组织不断涌
现， 社区志愿者队伍的专业和年

龄等结构不断优化， 志愿服务网
上记录基本建立，志愿者招募、注
册、培训、管理、考核、激励、保障
等方面政策制度不断健全， 服务
成效更加明显。

《指导意见》强调，第一，努力
发展一支能力强、 素质高、 作用
好，能满足多方面、多领域、多时
段志愿服务需求的宏大社区志愿
服务队伍。第二，搭建志愿服务平
台。 第三， 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第四，建立健全志愿服务记录
与证明制度。第五，完善志愿服务
评价激励政策。

（据民政部网站）

今年以来，贵州民政积极
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规范
化、常态化发展。

一是抓制度化，积极推动
志愿服务省级立法。 召开《贵
州省志愿服务办法（草案）》立
法启动会、赴全省开展多层次
立法调研活动、起草了《贵州
省志愿服务办法（草案）》初
稿，召开了论证会，并向全省
31 家省直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根据收到的意见建议对初稿
进行了修改完善，争取早日正
式出台，健全完善志愿服务工
作机制。

二是抓规范化，壮大志愿
服务队伍。 推广使用全国志愿
服务系统，截至目前，全省实
名注册志愿者 505 万人，占当
地居民人口总数的比例达
13.9%，提前完成《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
民人口比例达 13%”的目标，志
愿团体 2.32 万个、志愿项目 15
万个、 服务时长 9835 万小时。
积极培育扶持志愿服务组织
发展，贵州省在民政部门登记
的已标识的志愿服务组织共
217 个，2020 年，贵州省民政厅
支持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
实施 22 个项目， 通过支持项
目引领、资金扶持，培育发展

慈善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带
动建设慈善、志愿品牌，树立
贵州慈善、志愿服务形象。

三是抓常态化，推动志愿
服务活动蓬勃发展。 积极引导
志愿组织和志愿者参加疫情
防控阻击战。 2020 年 1 月 29
日，省民政厅发起倡议，动员
慈善力量、社会工作者、志愿
者参与疫情防控。引导全省 16
家专业社工机构和志愿组织
开设 19 条服务热线， 有效缓
解疫情引发的不良情绪。 全省
19.8 万名社区志愿者参与疫
情防控，组织全省 1.87 万名志
愿者申请了中国人寿赠送的
意外伤害保险， 动员社工、志
愿者参与“携手同心助战疫关
爱保障行动”。 推进“社会工作
和志愿服务站”建设。2020 年 3
月，省民政厅制发《贵州省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
实施方案》，在全省 64 个易地
扶贫搬迁新设街道设立社会
工作和志愿服务站，建立社会
工作者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机
制，为安置点群众提供社会融
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养老
服务、社会救助等专业社工和
志愿服务。 推动各领域志愿服
务发展。

（据民政部网站）

12 月 2 日，江西省民政厅召
开 2020 年度省本级社会组织等
级评估结果通报会暨授牌仪式。
江西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
樊胜，省民政厅二级巡视员、社会
组织管理局局长刘石呈出席会议
并授牌。

会议通报了 2020 年度省本
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情况。
今年以来， 全省广大社会组织努
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围绕
宗旨，担当作为，主动参与脱贫攻
坚、 抗洪救灾， 能力建设不断加
强。 根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
法》，经自主报名、资格审查，按照
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委托第三方

机构评估方式，分别从基础条件、
内部治理、 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
四个方面，采取“查、看、访、核”四
种途径，对 68 家参评社会组织进
行了全面的考察评估， 最终确定
2020 年度省本级 5A 级社会组织
10 家，4A 级社会组织 6 家，3A 级
社会组织 23 家。

会议强调， 对社会组织开展
等级评估， 是促进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强化事
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方法， 有利于
全面掌握社会组织建设情况，有
利于帮助社会组织发现不足与问
题，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
评促改”。当前江西省广大社会组

织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十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充分认识社会
组织等级评估重要作用， 谋划好

“十四五”时期的社会组织发展目
标，科学制定评估计划，自觉主动
参与评估。 以评估工作促进社会
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建立健
全内部决策、印章、人事、绩效等
相关管理制度，增强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能
力。坚守社会组织公益属性、服务
属性、非营利属性，扬特色优势，
补问题短板， 创项目品牌， 推进

“十四五”时期社会组织的高质量
发展。 （据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通报 2020年度省本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

贵州： 实名注册志愿者占当地居民人
口总数的比例达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