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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残疾人日：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增进残障儿童福祉
� �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
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务中心（中
国盲文图书馆）在北京举办 2021
年国际残疾人日庆祝活动，对推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增进残障儿
童福祉进行了探讨。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
发布的世界残障儿童状况数据
报告显示， 全球有近 2.4 亿残障
儿童， 为此前估算值的两倍之
多。 在中国，根据第二次全国残
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 约有
504 万残障儿童， 占全国儿童总
数的 1.6%，占全国残障人口总数
的 6.1%。

无障碍环境建设不单单指
无障碍的设施与公共服务，还包
括要消除观念上、态度上无形的

“障碍”。 近年来，政府更加地重
视了在教育、合理便利、交通、信
息化等多方面的无障碍服务水
平提升。

今年 10 月 23 日， 我国批准

加入了《马拉喀什条约》（全称为
《关于为盲人、 视力障碍者或其
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
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
约》），北京、上海等城市都于今
年颁布实施了市一级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或管理办法，加快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更好地保
障残障儿童的权益。

在提升视障文化服务水平
方面，《马拉喀什条约》是解决世
界上逾 3.14 亿视力障碍者和印
刷品阅读障碍者面临“书荒”的
一个重要保障。 中国视障文化资
讯服务中心主任、中国盲文图书
馆馆长朱兵介绍，《马拉喀什条
约》条约极大丰富视力障碍及阅
读障碍儿童、青少年的精神文化
生活，对残障儿童的发展与赋能
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未来要加
速条约的落地实施。

“实际上无障碍设施不只是
关乎残障人群，更是与我们所有
人息息相关。 ”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维权部副主任张东旺表示，今
后要进一步加大无障碍环境建
设的工作力度，通过无障碍环境
立法、 建立无障碍督导队伍、提
高全民无障碍意识和残障人参
与等方式，为包括残障儿童在内
的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获
得公共服务、促进全面发展创造
良好条件。

在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立

法方面，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
会工青妇室处长王阳介绍，目前
我国已启动了无障碍环境立法
调研工作，起草了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草案建议稿，明年将继续推
动相关进程。“无障碍这个概念
本源， 其实并没有区分人群，所
有人都能享受到它的益处。 ”王
阳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在立法
过程中也将秉承“全过程民主”

的理念，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特别是残障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普
及， 残障儿童与普通儿童发展不
平等的差距如何得以弥合、 残障
儿童的数字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信息中
心副主任张成就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合作的“残障青少年互联
网使用现状与对策研究”项目进
展作了交流分享。 他表示，通过
该研究项目发现，互联网已成为
残障青少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且残障青少年数字素养教育
已融入学校课堂。“希望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共同继续关注残障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从推进
残障青少年适用的互联网产品
研发应用、提升残障青少年的数
字技能角度加强研究合作。 期盼
全社会更加关心、关爱残障青少
年上网，使残障青少年共享互联
网发展成果。 ”

（据中国青年网）

截至 2020 年年底， 我国道
路货运行业从业人员约有 1728
万，占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总数的
60%以上。 这些货运从业人员通
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
了重要贡献。 然而，他们也面临
着工作环境艰苦、社会保障不完
善、投诉渠道不畅等问题，缺少
足够的社会关注。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改
善货车司机的从业环境，多项关
爱政策陆续出台，相关企业也纷
纷参与到关心关爱货车司机的
工作中。作为物流科技与服务平
台，中交兴路一直以来扎根公路
货运行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以科技赋能物流生态，用爱
回报社会和从业者。

物流科技护航道路安全

中交兴路支持建设和运营
的“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
与服务平台”是商用车车联网平
台之一。 平台由交通运输部、公
安部、应急管理部推出，是 12 吨
以上重载货车的国家级监管平
台。 目前，货运平台入网车辆超
过 700 万辆。

作为全国货运平台的建设
运营单位，中交兴路在提升行业
监管效率、推动行业智能化水平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车联网
构建的数字化技术能力，平台可
为货车驾驶提供“自动提醒、自
动转发、自动报警”功能；通过北
斗系统智能分析司机疲劳驾驶
和超速等不良驾驶行为并发送
信息提醒纠正，累计提供驾驶风
险提醒服务超过 80 亿次， 实现
了即时行车信息下发率达到

97%、超速驾驶纠正率 96%、疲劳
驾驶纠正率 41%，经过精准安全
服务的车辆群体事故率下降超
过 10%。

保险科技提升风控

针对驾驶员驾驶疲劳， 中交
兴路基于整合全国重载货车海量
数据打造的智慧型车辆风险管控
系统“车旺慧保”，推出“3.5小时疲
劳驾驶”预警服务，可主动干预司
机疲劳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 该
服务通过点对点的精准提醒，对
危险驾驶行为的干预和引导，保
障司机安全高效行驶。

针对高速公路违停问题，中
交兴路“车旺慧保”推出了更为
智能化、人性化的高速公路违规
停靠后车预警服务，把违章临停
可能造成的风险前置，让司机提
前做出预判， 并调整驾驶行为。
此功能基于货运平台大数据、
GIS 时空计算等技术，可以秒级
扫描一次全国 700 万辆大货车
的行驶、停靠情况，在违规停靠
车辆后方智能生成动态电子围
栏，当后方车辆驶入电子围栏范
围，便会自动触发“前方有车辆
违规停靠”的预警提醒，从而让
后车对前方路况有一个基础的
预判，有效避免风险。

全方位服务广大卡友

为了给广大卡车司机提供
贴心服务，中交兴路推出了“车
旺大卡”APP， 为全国上千万行
业用户提供交流、沟通和行车互
助的渠道。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
践， 不断创新升级，“车旺大卡”
已成为改善广大卡车司机生活

和工作环境的领先服务平台。
中交兴路充分发挥货运平

台及车旺大卡的优势，积极参与
“司机之家” 建设工作并打造线
上“司机之家”。线上“司机之家”
以车旺大卡 APP 为载体， 以数
字引领和精准服务为根本路径，
通过“在线呈现”“精准指引”“线
上评价”“货车导航”“油品服务”
“保险服务”“救援咨询”“维修指
引”等功能，实现了线下优质“司
机之家”的线上化，为货车司机
群体提供真正围绕着生活、经营
等场景的服务关爱体系。

抗击疫情助力复工复产

在发生疫情和自然灾害时，
中交兴路发挥自身车联网大数
据技术优势，协助主管部门和物
流产业链，成为复工复产、灾后
重建的重要帮手。

2020 年， 面对新冠疫情，中
交兴路发挥车联网大数据技术
优势和精准触达货车司机的能
力，协助主管部门和物流产业链
开展疫情防控，一方面为复工复
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一方
面配合疫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管控调度社会营运车辆，持续为
驰援疫区的运输车辆司机提供
安全提醒、防疫通知等公益安全
保障服务。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王
淑芳工作室主任、运输信息化事
业部总经理王淑芳表示，“中国
交通通信信息中心联合货运平
台技术支持单位北京中交兴路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时刻关注交
通一线的抗疫动态。武汉封城的
70 多天里， 公路货运成为保畅
通、保运输、防疫情的中坚力量，

既是湖北全省抗疫复工进程的
‘晴雨表’，也是当地经济社会回
暖的‘先行官’。 ”

助力河南、山西灾后重建

2021 年下半年，河南、山西
等地出现重大洪涝灾害，中交兴
路通过驰援灾区“爱在路上”系
列行动，在“车旺大卡”APP 开设
救灾与重建服务专区，上线高速
实时路况查询功能，向车友发送
恶劣天气预警提醒 ， 并开通

400-096-6666 客服专线， 提供
“物资运送服务”“保险和运费补
贴”“路况实时查询”等多种公益
举措。

针对恶劣天气，通过中交兴
路的车机提醒功能，平台为进入
河南和山西的车辆驾驶员发送
超过 3.9 万次的安全提示，为进
出受灾地区的货运车辆和捐赠
物资的企业提供智能运力支持，
助力受灾地区货运物流恢复畅
通，确保河南、山西灾后重建顺
利进行。 （皮磊）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中交兴路用科技践行司机关爱

� � 近日， 好丽友联合中国营
养学会、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
促进会共同发起的“营养教育，
健康相伴” 项目走进全国多所
高校、多个城市社区，开展形式
多样的营养教育宣讲活动并举
办趣味食谱创作大赛。

今年 5 月， 第一届学生营
养教育论坛在京举行， 好丽友
受邀参与经验交流和案例分
享， 同与会专家一起探索未来
营养教育发展之路。 以此为契
机，由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学生
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与好丽友共
同发起“营养教育，健康相伴”
项目正式启动。

“营养教育，健康相伴”项
目旨在大力推广普及营养健康
知识，提高居民营养素养，普惠
全民健康。 自 10 月起，该项目

已陆续走进山东、浙江、甘肃、
四川、 广东、 北京等地六所高
校，通过展板、宣传册、视频，并
配合专业讲师现场讲解， 为在
校学生提供营养知识科普，宣
传新版膳食指南， 传递合理膳
食、均衡营养的饮食理念。 与此
同时， 部分高校教师还将带领
学生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进驻
到校园周边社区， 为居民进行
社区营养科普宣。

受疫情影响， 很多学生选
择在校用餐， 食谱创作大赛则
鼓励学生们基于食堂餐食需
求，设计美味与健康兼顾的“一
日食谱”， 由营养专家选出优
秀作品。 最终， 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习俗的特色食谱， 将被编
织成一张尽显地域特色的美食
地图。 （王勇）

聚焦营养教育
好丽友走进社区、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