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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加强无障碍建设，扶好“走得慢的人”
上海代表团以代表团名义提交加快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议案

无障碍环境建设上海样本

这次疫情防控，被视作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实战验证。 代表们
提到，无障碍环境条件较好的区
域，疫情防控举措效果、信息通
达共享、日常生活保障都给予了
有效助力，反之则暴露了基本公
共服务因无障碍缺失出现的短

板，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残疾人
紧急避险疏散也需要无障碍环
境建设，充分验证无障碍环境是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前提条件。

在上海，为无障碍环境建设
提供法治保障的探索一直在推
进。 2003 年以来，上海陆续颁布
实施了《上海市无障碍设施建设
和使用管理办法》《无障碍设施

设计标准》《上海市无障碍设施
建设实施导则》等一系列政府规
章及规范标准。 上海市区的人行
道缘石坡道建设，政府机关及司
法部门的办公建筑，市区级综合
性医院，航空、火车、轮渡、汽车
客运站与轨道交通站点，城市广
场及公园绿地， 室外公共厕所，
文化、体育建筑等基本做到无障
碍设施建设全覆盖。

在信息交流无障碍方面，上
海建成了无障碍电子地理信息
系统， 通过“上海地图”“上海交
通”“上海残疾人” 等网站平台和
App 向全社会发布， 方便人们查
询各类无障碍厕所、 地铁无障碍
出入口、无障碍宾馆酒店等。上海
还积极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 探索社区无障碍建设工作路
径， 为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居家生
活、参与社区生活提供便利。

代表们表示， 上海无障碍环
境建设是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国无障碍环
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一个
侧面彰显了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和
人权保障成就。 但对表对标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一目标，还有不足和差距：无障
碍环境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完
善工作相对滞后； 存在无障碍设
施不健全、被侵占的现象；无障碍
的社会环境有待进一步营造。

强化无障碍法规政策落地

代表们提到，无论是老生常
谈的盲道被占，还是老年群体受
制于家门口的一二级台阶。 看似
个例， 恰恰说明对于残疾人、老
年人等行动不便的群体，既有最
后“一米”的困扰，也有转换场景
时的“对接”缺失，还有技术更迭
时的“覆盖”疏漏。 这些仅靠现有
法律法规的“零打碎敲”是无法
全部解决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

“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各
管一摊难以助力无障碍环境建
设，亟需形成系统完善的无障碍

专门法律。
2012 年 8 月，国务院审议颁

布实施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 代表们认为，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及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一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的好的政策做法需要进一步固化
下来，信息化等前瞻性的、有着鲜
明时代特征的要求应增加进来，
但现行条例已不能充分满足广大
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对无障碍环
境的急迫需求，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可以进一步丰富《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强化无障
碍法规政策的实施落地。

“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也是展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
权保障成就的重要内容，正当其
时。 ”代表们表示，加强无障碍建
设正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的生动体现。

2020年 3月， 中央部署加快
5G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进度，为进一步加强无障碍
建设奠定了基础。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杭州亚运会及亚残运会等重
大活动的举办，也为加快制定《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 促进无障碍高
质量发展、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
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展示我国人
权保障成就，提供了重要契机。

上海代表团建议，全国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商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将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列入 2022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计划，促使我国《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 早日出台，为
促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
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据《解放日报》）

“之前我们都是主动找街道
办申请提供志愿服务，但大部分
时候都不知道要找谁。 现在好
了，等于师出有名了。 ”德佑雷锋
志愿服务队队员、长沙德佑暖局
步行街店店东周招说道。

3 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
房产经纪品牌德佑当天成立了
雷锋志愿服务队， 并在长沙、西
安、南京、厦门四个城市相应政
府部门完成了志愿者注册。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曾多次对学习雷锋精神做出重
要指示：“雷锋精神， 人人可学；
奉献爱心，处处可为”“学习雷锋
精神，就要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
道德品质追求融入日常的工作
生活，在自己岗位上做一颗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把雷锋精神代
代传承下去”等。

德佑总经理刘勇表示：“德
佑历来坚持以参与社区共建为
根本，积极为社区居民提供力所
能及的便民服务。 此次成立德佑
雷锋志愿服务队将是德佑便民

服务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

师出有名的志愿服务

往年每临春节，周招门店所
在的社区就盗窃事件高发。 周招
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主动申请让
店员们加入社区安保队伍，共同
维护社区春节期间的安全问题。

但找了很多部门，周招因非
志愿者正式身份，很多部门也不
敢贸然接受他的申请。

类似的尴尬， 陈放也遇到
过。 陈放是长沙德佑德创复地昆
玉国际店的，也是此次德佑雷锋
志愿服务队的注册队员，平时也
热衷于社区便民服务、社会志愿
服务等公益活动。

“我们店的店员几乎都有
车，去年高考的时候我就组织大
家上街义务送考，为一些着急去
考场的考生提供免费乘车服务。
但我们不是注册的志愿者，也没
什么正规的志愿服务标识，很多
考生和家长就会有顾虑。 这也是

我们做志愿服务过程中的一些
尴尬时刻。 ”陈放说道。

对于周招和陈放而言 ，现
在自己完成了志愿者注册，加
入了志愿服务队， 有了政府志
愿服务部门的领导和指挥，以
后再开展志愿服务的时候就有
了组织背书。

志愿服务是公司的倡导
更是个人的内心诉求

据悉，德佑在全国范围内还
推出了便民服务承诺，要求所有
门店向社区居民无偿提供应急
充电、便民饮水、店内休息、应急
打印、寄存快递和应急避雨 6 项
基础便民服务；同时鼓励门店根
据所在社区的个性化诉求，提供
相应的个性化便民服务，像周招
申请加入社区安保就属于个性
化便民服务。

因为有总部的要求和倡导，
德佑各地门店都会落实一些便
民服务，最起码 6 项基础的便民

服务各个门店都会做。 但周招表
示，做志愿服务的动力不光来自
于总部的倡导，更多是因为自己
和店员内心有诉求。

2020 年 4 月加盟德佑后，德
佑倡导的为居民无偿提供便民
服务的做法， 让周招找到了办
法。 通过带动店员们积极参与社
区便民服务，一方面店员和邻居
们慢慢地熟悉了起来，大家不再
是过去那种很僵化的“客户与服
务者”关系，而多了一层有温度
的邻里关系；另一方面店员们的
内心也被正向引导，很多负面情
绪有了被化解的方式。

践行社会责任
也是企业完善自身的一个途径

陈放的门店有 200 多平方
米，有一些富余的空间，他就利
用这些空间做了一个小型图书
馆， 并鼓励员工们把自己看过
的、比较好的、喜欢的书共享出
来，供社区居民们免费借阅。 目

前这个社区“图书馆”已经有 200
多本书。

除了是一个社区“图书馆”，
陈放的门店还是社区的儿童活
动室、居民临时休息室、邻居聊
天室。

陈放刚到昆玉国际开店的
时候，和很多的开门做生意的店
一样，居民对其认知就是“有生
意进，没生意无视”的地方。 如果
不是要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
没人会主动进他的店。 城市里，

“邻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楼
上楼下可能都不认识”、“没有生
意就没有往来”等现象过去确实
很常见。

通过表达善意和乐于助人
去打破冷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友善”所倡导的方向。
陈放践行了他这个店的企业社
会责任，同时也把门店从一个冰
冷的水泥盒子，变成了社区的一
分子。

而德佑，正在全国所有的门
店，做着同样的事情。 （张明敏）

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味“药”

� � 我国现有 8500 万残疾人群体，2.4 亿 60 岁以上老年人，对无障
碍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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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困‘智能’，94
岁 的 老 人 被

抱到银行网点做人脸
识别；没有电梯 ，‘悬空
老人 ’ 长期无法下楼 ；
盲道被占，无障碍设施
‘铁将军’把门 ，残疾人
出行有点 ‘闹心 ’……
据统计，我国现有 8500
万残疾人群体 ，2.4 亿
60 岁以上老年人，对无
障碍环境的需求日益
增多。

在经过深入调研 、
充分酝酿之后，上海代
表团首次以代表团名
义提交加快制定 《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 》 的议
案 ，呼吁以法律制度来
保障我国无障碍环境
建设持续健康高质量
发展 ，满足社会成员对
无障碍环境建设日益
增长的迫切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