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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娃娃”乘机遇阻 推航空业无障碍建设
东航表态：残障旅客无需再签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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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北京
朝阳区残疾人活动中心，航空公
司代表、法律界、媒体人士和各
类不同身心障碍的社群代表一
起，讨论如何推动解决残障群体
乘机频频遭拒、受阻问题，并发
布了《中国航空公司票务信息服
务无障碍测试报告》。 而就在当
天，一位独自出行的轮椅使用者
又被香港快运航空公司拒载，给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飞跃障碍”
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航空票务服务无障碍测试

本次研讨会召开的背景，是
12 月 8 日，瓷娃娃中心员工孙月
在昆明下飞机时受阻引发广泛
关注，同时中心也收到很多残障
人士反映乘机时被歧视、遭拒载
的经历。 当事人孙月表示，自己
的求学、工作历程，和其他人一
样，虽然一直坐轮椅，但并没有
太多不同。 出于不了解，“没有陪
同不得登机”常常是很多航空公
司拒载残障群体的理由，但实际
上，身体障碍从未限制残障伙伴
的独立行动能力， 他们需要的，
只是在自己指导下的合理协助
和基本的无障碍设施。

因为缺乏了解，很多服务人
员对残障人士需要的服务只会
联想到轮椅。 事实上，因为残障
的种类不同，他们的需求和遇到
的障碍也不同，比如缺少对听障
人士的手语提示、缺少对视障人
士的无障碍信息服务、安检时被
要求摘下假肢或人工耳蜗等。

中国盲人安卓爱好者网站
站长、视障人士张海彬，在现场
发布了最新的《中国主要航空公

司票务信息服务无障碍测试报
告》， 他的团队测试了南航、东
航、海航、国航四大公司的网页、
IOS 和 Android 版上的票务信息
客户端，其中，只有东航有相关
法规规定的特殊申请入口，国航
app 针对视障人士的无障碍化程
度最好，此外，大多网页、app 客
户端在诸多细节上对读屏软件
不友善、存在障碍。 他同时指出，
信息无障碍化不只利于视障群
体，也包括老人、心智障碍者等，
是所有人都应该共同推进的目
标。

东航：
已取消残障旅客免责条款

东航公司服务管理部代表
郁旗、视障律师金希、肢体障碍
人士吕洪良、 资深公益人曾伟、
听障人士崔竞、媒体代表记者石

爱华，不同障别的伙伴，从自身
社群的角度出发，谈了乘飞机时
遇到的问题与需求;律师、记者代
表从法律、公共舆论的视角探讨
了残障群体的航空出行问题。

东航公司代表郁旗表示，首
先想说非常抱歉，目前东航出了
两起关于残障人士服务中的不
良事件，可能我们在进行员工培
训或者在进行标准贯彻方面会
存在了问题，此后我们会继续努
力把残障人士的需求及时地告
知一线员工，后续跟一加一公益
组织开展合作，将残障的需求告
知服务人群，大家一起努力达到
双赢的共同做好残障人士的出
行保障。

目前东航已经在官方和
APP 推出特殊旅客服务， 在今
年的 12 月 12 日完成了官网服
务改造。 刚才提到了很多残障
旅客需要签一个免责条款，我

们这一次也设计了新版的旅客
申请书， 将残障种类进行了区
分， 填写申请书以后可以让我
们的工作人员更好地了解到您
的需求， 您需要的特殊服务是
哪一方面， 同时把免责条款删
除了， 也是国内首家删除免责
条款的航空公司。 独自出行的
残障乘客也不再受限。

香港航空又一起拒载

在研讨会召开的同时，一位
坐轮椅的女孩婷婷在宁波打算
乘坐香港快运航空 UO1227 次
航班去香港，没想到柜台工作人
员以“不能独立行走且无陪同”
的理由拒绝登机。 婷婷尝试与对
方沟通交涉，但从早上 7 点至下
午 7 点仍然无果，最后只能退票
选择其他航空前往深圳过关去
香港。

在办理 UO1227 登机手续
时，工作人员以“坐轮椅没有独
立行走能力，且无陪同”为由拒
绝她登机。 直到飞机起飞后，对
方把她的机票退了。 无奈之下，
婷婷要求对方出具拒载证明，但
该证明没有说明法律依据，没有
航班和当事人的具体信息，也没
有公章。

交涉中，对方答应给她改签
到 晚 上 7 点 25 分 起 飞 的
UO1334 航班， 但是必须在航班
起飞前 3 小时找到同次航班其
他乘客作为她的陪同人员，且自
付改签费用。 然而，改签必须提
前航班起飞时间 3 小时以上，没
法提前这么久找到该航班的旅
客，即使找到了也无从知道是否
有人愿意作为陪同人员。 于是，
婷婷只好自己改乘海南航空的
HU7722 次航班，下午 4 点 55 分
起飞前往深圳再过关进香港。

我国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
办法》， 规定了为残障人士提供
必要的设施与服务，是航空公司
和机场应尽的责任义务。 香港民
航局规定所有登记注册的民航
公司必须有身心障碍者服务规
范，而且必须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的规范建议，其中包括身心障碍
者应可自行决定是否有陪同者
的需要。

显然，婷婷完全符合登机条
件。 香港快运航空公司的内部条
款和对婷婷的拒载行为，不仅在
逃避责任，也违反了相应的法律
法规。 婷婷最后通过电话向民航
总局投诉，但被告知，香港快运
航空属于国际航空，需要在网上
填表才能投诉。

� � 本月初，民政部公布了基金
会 2014 年度检查结果 （第二
批），共有 62 家基金会上榜。 其
中，45 家基金会年检合格，10 家
基金会基本合格，包括巨人慈善
基金会、永恒慈善基金会、天合
公益基金会、民福社会福利研究
基金会（原）、中国治理荒漠化基
金会、海仓慈善基金会、瀛公益
基金会等在内的 7 家基金会年
检不合格。

近年来，社会对公益慈善领
域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对基金会
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公众对基
金会的监督管理、信息公开的需
求也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
下，结合社会公众、行业发展以
及基金会自身健康发展的需求，
基金会年检的标准也越来越严
格。 与 2012 年和 2013 年相比，
2014 年度基金会年检结果中基
本合格与不合格的基金会数量
均有所增加。

基金会中心网信息显示，由
史玉柱担任理事长的巨人慈善

基金会成立（批复）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7 日，原始基金为 5000
万元，基金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
括如下几个方面：1. 开展扶老助
残活动，向老龄人、残疾人提供
生活必需品、健康保健用品；2.为
残疾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技能培
训和就业资助；3. 奖励和扶持自
强不息有作为的残疾人士；4.参
与突发自然灾害的救助和捐赠；
5.资助重要的科技创新项目和有
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等。

按照基金会年度检查相关
规定，凡在检查年度 12 月 31 日
以前经相关登记管理机关批准
登记成立的基金会均应参加年
度检查，新成立的基金会也应参
加当年年度检查。 年检材料包括
年度工作报告、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和年度专项信息审核报告，报
送材料的截止日期为 3 月 31
日。 巨人慈善基金会因未及时报
送年检材料导致年检不合格。

经了解，民政部每年年初都
会发布年检通知，并举办年检报

告填写培训，对年检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进行细化讲解。 此
外，相关部门每年还会组织基金
会沙龙、 论坛及其他专项培训，
进一步提高基金会等公益慈善
组织的科学运作能力。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
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
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
一年总收入的 70%；非公募基金
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
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
金余额的 8%。 预计明年《慈善
法》出台后，与此相配套的法律
法规也将进行修订。

另据民政部出台的《基金会
年度检查办法》规定，基金会不
按照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擅
自设立基金会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基金会理事、监事及专职工
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
财产，或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
关于基金会组织机构管理方面
有关规定的，登记管理机关可视
情节轻重作出年检基本合格或

年检不合格的结论。
此前， 民政部公布了 2014

年度首批 134 家基金会的年检
结果， 其中 120 家合格，12 家基
金会基本合格。 而年检不合格将
在税收减免政策、 捐赠收入、公

信力以及等级评估等方面对基
金会产生重要影响。

据了解， 每年年检过后，管
理部门会就基金会存在的问题
发出整改建议书，并抄送其主管
单位，督促其进行整改。

九家基金会 2014年度年检不合格 ■ 见习记者 皮磊

近三年基金会年检情况对比（数据来源：民政部网站）

瓷娃娃乘机事件引发了航空业无障碍建设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