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地方动态

2016 年 7 月， 江苏省民政
厅、省信用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国务院、省政府关于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文件精神，制定
出台《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试行）》，对全省社会
组织信用信息的记录、 归集、处
理、公开、应用等活动予以规范。
《办法》 将于今年 9 月 1 日起在
江苏全省范围实施。

根据社会信用信息管理要
求和江苏省工作实际，《办法》将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分为基本信
息、绩效信息、荣誉信息、失信信
息四大类，社会公众通过该四类
信息，能够较为全面地判断该社

会组织的信用情况。 上述四类信
息可以通过系统提取、 部门交
换、登记机关录入等三种途径获
取，并通过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和“诚信江苏”网
站向社会发布。

目前，江苏省民政厅依据该
《办法》，正在同步开发省信用管
理应用项目———“江苏省社会组
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通过
该系统，对全省社会组织的信用
信息通过网站及证书二维码向
社会公示并提供查询，创新监管
和服务模式，加大统一信用代码
的应用，推进社会组织信用体系
建设。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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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占领”城市：
一个公益 APP 的无障碍“攻略”

江苏：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出台

“联合”抗议“友善”萌发

四年前， 林崇伟作为台湾
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的教
授参加了一次台北的街头抗议
活动， 这次抗议的主题是城市
无障碍环境建设。 当天，来自不
同阶层的人们聚集台北， 向政
府表达了改善身边无障碍环境
的诉求。

“声势特别大，参加群体也
很多， 很多身障朋友都鼓起勇
气走到户外， 开始大声对障碍
设施说 NO， 这是一个好的开
始。 ”林崇伟说。

从那时起， 身为大学教授
的林崇伟就想着要为台北的残
障群体做点什么， 而传播与科
技学的背景帮他找到了答案：
为残障群体提供无障碍信息。

为此， 林崇伟成立了一个
名字为台湾众社会企业的机
构，自己出任该公司的董事长，
通过旗下一款专门致力于改善
城市无障碍建设的 APP 产品来
促进城市的无障碍化建设。 林
崇伟给这个产品起了一个好听
的名字“友善”。

林崇伟说，“通过招募身障
朋友参与生活体验， 并反馈情
况， 再通过互联网方式收集身
障朋友的障碍体验信息， 整理
上载到“友善 APP”之中，供身
障朋友使用， 而 APP 内可以嫁
接的资源还有很多。 ”

“让一个城市 100%无障碍，
这不是一个小工程， 也不是一
个短时间能做到的事情， 要协
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 但这应
该是成为社会文明的开始。 ”林
崇伟说。

不仅如此，“友善” 还能够
让更多的身障朋友参与到城市
无障碍建设当中来， 这无疑更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从此之后，“友善 APP”开
始了在台北的占领行动， 从地
铁、医院、餐厅逐步展开。

让身障群体成为就业主力

37 岁的张幼生从来没有想
到，坐了半辈子的轮椅，活动范
围不超过几百米半径的自己，
会每天主动去乘坐地铁。 而重
要的是这样的改变却是她自己
争取而来。

12 年前，25 岁的张幼生在
台北前往桃园的一次交通事故
中不幸下肢受损。 时间一长，张
幼生发现小腿的活动程度大不
如以前，无奈之下，轮椅成了张
幼生最亲密的“爱人”。 从那以

后她开始减少出门， 活动半径
也逐渐缩小， 每天练习使用轮
椅成了张幼生的必修课。

时间一长， 张幼生逐渐习
惯了这种生活， 认为这就是今
后的生活方式， 但有时命运却
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外出活动中， 张幼
生看到了“友善 APP”的招募海
报， 海报中明确告知需要招募
身障工作人员。 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张幼生加入其中。

根据自身条件， 她被分配
到测试台北地铁的无障碍工
作。 坐着轮椅的她每天在规定
时间内开始乘坐台北地铁，并
详细做好笔记。 哪几处自己认
为不便，存在改进的可能，她都
记录在案， 这样的日子每天都
在重复。

体验次数的增多也使得她
变得自信不少， 即便在其他场
合， 张幼生也开始主动关心起
身边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

按照“友善 APP”的招募计
划， 类似张幼生这样的群体被
分配测试的不只是台北地铁。
医院、 餐厅这样的一些地方也
纷纷被身障朋友“占领”，而“占
领”带来的是实际改变。

张幼生在收集完这些信息
后， 开始向林崇伟的台湾众社
会企业“友善 APP”团队提交相
应数据，“友善 APP” 团队通过
张幼生提交信息制作信息无障
碍地图， 将其有身障设施的地
方通过互联网上载到 APP 当
中，供身障朋友下载使用。

与此同时，“友善 APP”还
视张幼生完成工作的情况支付
报酬， 这使得作为身障人士的
她产生了再就业的想法。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发掘
更多的身障群体， 根据自身不
同能力完成不同任务， 通过身
障朋友亲身经历来消除障碍设
施，建立无障碍通道，同时也实
现身障朋友的再就业。 ”林崇伟
说。

推广引发“蝴蝶效应”

按照众社会企业的推广计
划，“友善 APP” 目前已经覆盖
了台湾的 10 个城市。 这些城市
的中医院、餐厅、地铁、酒店的
无障碍设施都能通过“友善
APP”查到。

来到台湾这 10 个城市的
身障朋友 ， 只要下载“友善
APP”就能知晓哪里有无障碍设
施， 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无障碍
地点进行体验。

而“友善 APP”的逐步推广

也引起一定的“蝴蝶效应”，台
北的不少餐厅竟然主动找到

“友善 APP” 寻求合作机会，这
对于餐厅、 身障人士和“友善
APP”呈现的是多赢的局面。

“原来餐厅没有身障人士
光顾， 因为商家没有无障碍设
施， 无形当中你丢掉了身障消
费群体， 现在通过身障群体亲
身体验反馈意见后， 商家进行
无障碍设施改造， 这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商家重新找回了身障
群体的消费者， 不仅增加餐厅
收入， 还提升餐厅美誉度和社
会责任， 这对商家来说又是一
笔无形资产。 ”林崇伟说。

台北地铁车站总共有 14
个出口，哪些有电梯哪些没有，
就连正常人都不能完全答出，

“友善 APP”出现以后，台北地
铁也主动找了过来， 希望通过
身障人士的体验将数据上传到
APP 上进行整合， 更好服务于
身障群体。

林崇伟表示， 没想到会引
起这样的效应， 但这是一个向
好的趋势， 能够帮助更多的身
障人士重新就业， 也能够帮助
商家自我改革。

据林崇伟介绍， 当前总共
有 320 位身障朋友加入到“友
善 APP”之中，在台北、花莲等
地帮助搜集完善资料。

期待入驻内地城市

2016 年，“友善 APP” 推出
了视障服务者点餐系统， 希望
能够帮助视障群体进行自我点
餐。

林崇伟说：“视障者群体中
只有 20%的人在就餐时能够顺
利阅读菜单， 而 80%的视障者
是后天疾病或者眼睛老化等造
成， 这需要我们将菜单设计成
语音模式， 通过 APP 就能顺利
下单点餐。 ”这个系统已经开始
在台湾本土和以外地区推广。

林崇伟觉得，城市无障碍应
该成为全民共识，创立社会企业
最重要的是社会学想象，通过改
造从而扭转人们的社会认知，达
到向好的目的。 同时，针对被帮
助对象，重新发挥他们的社会价
值，障碍就不是障碍，而他们的
价值还不能被替代，最终变成一
群不同能力的人。

据林崇伟介绍，目前“友善
APP”已经“占领”了台湾、香港、
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国家的部分
城市，并向着更多城市扩展。

“我期待着进入中国内地
市场， 因为这里也同样有着需
要。 ”林崇伟说。

近日，河南省民政厅发布了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部分全省性
社会组织未办理年检有关事宜
的公告》， 督促未参加年检的全
省性社会组织，及时到省民政厅
民间组织管理局办理年检相关
手续。

公告显示督促未按规定时间
参加 2015 年度检查的包括河南
省青年工作协会等 497 家全省性

社会组织。 公告要求这些社会组
织于 8 月 15 日前到河南省民政
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办理年检相关
手续， 对公告时间结束后仍未补
办年检的社会组织， 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截至 2015 年底， 河南省共
有社会组织 29000 多家，其中全
省性社会组织达 2300 多家。

（据《河南日报》）

河南:497 家社会组织未年检

7 月 27 日，湖南省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联合
工作组会议在长沙召开。 要求首
批进行试点的省本级 86 家行业
协会商会、市州市本级 359 家行
业协会商会，到今年 9 月底前与
行政机关全部脱钩。

此前，中央第五巡视组在湖
南巡视“回头看”时反馈意见指

出，有的行业协会商会不同程度
存在“明脱暗不脱、小放大不放、
亦官亦商”的问题。

目前，湖南共有行业协会商会
4820家（其中省本级 373家），占
湖南全省社会组织总数的 17%。从
行业分布看，覆盖了农、林、交通、
机械、建筑、金融证券、信息服务等
诸多领域。 （据红网）

湖南：359家市本级行业协会商会 9月底前“脱钩”

“一个城市，如果别的 APP 进得去，我相信我的 APP 也进得去。 ”站在“第八届海峡论坛之第四届
两岸公益论坛”现场的林崇伟自信满满。

他正在为一款名为“友善”的 APP 做着推广。这款旨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服务的 APP 随着林崇伟的
演讲成功“攻陷”了一个个城市，不仅为这些城市的残障人士提供了精准的服务信息，还帮助他们实现
了社会化参与的愿望。

台北地铁也引入了友善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