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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与自行车交通蓝皮书》发布
共享交通大力推动绿色出行

2017 年 9 月 22 日是第十一
个“922 绿色出行活动日”，今年
绿色出行活动主题为“绿色交
通，共享出行”。 当天，公益组织

“GoalBlue 为蓝”在北京举办了一
场“畅聊共享交通———922 绿色
出行活动分享会”。 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
院副院长赵一新、交通与发展政
策研究所（ITDP）东亚及东南亚
区域主管 Richard Liu、 世界资
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交通项目
主任刘岱宗以及小蓝单车副总
裁赖全荣在现场分享了诸多关
于“共享交通”“健康城市”和“共
享经济”的观点，助力推行共享
出行这种可持续生活方式。

会上，主办方发布了《步行
与自行车交通蓝皮书》， 以期为
城市步行与自行车交通设计提
供参考，为城市绿色出行建设做
出贡献。

自 2000 年以来，我国城市规
模大幅度扩张，出行距离的增加
以及经济的增长促使机动车保
有量迅速攀升，交通进入“机动
化”发展时代。 然而，机动车数量
的爆炸增长也导致一系列城市
问题的凸显。

《2016 年北京交通发展年
报》 中数据显示，2015 年北京严
重拥堵与中度拥堵持续时间比
2014 年分别增加 5 分钟和 1 个
小时，拥堵时段日趋延长，拥堵
范围也向外围扩散。

而大量机动车排放的尾气
也加剧了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
空气污染亦成为影响国人健康
的重要原因。 加之机动车停车不
断侵占人行道、自行车道及城市
公共空间，“越来越多的城市意
识到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急需
调整，坚持公交优先、步行及自
行车友好，控制小汽车使用等交

通规划，鼓励可持续发展的交通
出行方式，实现步行与自行车出
行的复兴，成为解决当前交通问
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
分院副院长赵一新在绿色出行
分享会上分析说。

为了更好助力城市绿色交
通发展， 公益组织“GoalBlue 为
蓝”和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在
前期对国内外多个城市进行了
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并共同发布
了《步行与自行车交通蓝皮书》。
蓝皮书数据显示，随着时代的发
展，自行车出行分担率已经从 80
年代末的 50%跌至个位数， 自行
车交通逐渐萎缩。

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在国内
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动力。
首先，城市交通的“车本位”理念
导致政策方面对步行和自行车
的关注度有所缺失，基础设施建

设也有所不足，管理的缺失也造
成了使用上的不便利。 此外，公
众对步行与自行车出行的社会
效益及环境效益认知不足、宣传
倡导缺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市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而这些
也都将成为未来为绿色出行注
入更多动力的方面。

2016年， 共享单车在中国城
市爆炸式增长和发展，成为城市单
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据不完全统
计，截止到 2017年 8月，全国共有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 70多
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 1600万辆，
累计服务超过 15亿人次。

共享单车的出现为自行车
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绿色出
行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但
大规模单车的停放、 运营管理、
后期维护、事故处理等一系列问
题也在考验着城市交通管理者
的智慧和智能城市单车运营企
业的能力。

公益组织“GoalBlue 为蓝”创
始人子雯表示，“为蓝希望通过
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引导，帮助
其形成低碳节能的生活习惯。 步

行与自行车交通对缓解交通拥
堵、 减少大气污染和能源消耗、
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有着
重要作用，共享交通的大力发展
更是对绿色出行起到了极大的
推动作用。 ”

子雯谈道，共享交通的有序
必须要多方共同协作才可以实
现。“在这过程中，政府需加强政
策的规范和基础设施建设，非政
府组织不仅起到专业技术支持，
更要加大相关宣传、 引导的作
用。为蓝希望下一阶段能够推动
共享自行车行业向更环保、更健
康的绿色产业链发展。而投入这
一领域的企业，则要积极承担起
企业义务与社会责任。 唯有如
此，共享交通高效、持续、稳步运
行，才能吸引更多社会大众加入
到绿色出行行列中。 ”

据悉， 除开展 922 分享活动
外，公益组织“GoalBlue为蓝”9月
23 日还在北京举行了攀爬自行
车趣味赛， 意在通过自行车表演
形式吸引更多公众对自行车的关
注， 鼓励更多人践行低碳出行的
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的、低碳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 （皮磊）

近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
葆婴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关爱
儿童 健康扶贫”暨天使之心贫
困地区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助
公益活动在北京举行。据主办方
介绍，此次公益活动希望在 9 月
24 日“世界心脏病日” 到来之
际，引发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的关注，同时推
广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知识
普及， 做到积极预防及时救治，
并总结真正健康基金“天使之
心”项目的执行情况。

据了解，真正健康基金“天
使之心”儿童先心病救助项目是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葆婴有
限公司在 2015 年 11 月正式启
动的，近两年来，该项目共筹款
逾 600 万元， 救助先心病儿童
215 名，有 215 个家庭因此重新
获得了笑容和幸福。

活动现场，中国扶贫基金会
副秘书长王军在发言中向与会

人员介绍： 在健康扶贫领域，中
国扶贫基金会先后启动母婴平
安、 爱加餐等多个知名公益项
目， 同时积极有效地与企业合
作，与企业一起关注贫困地区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情况，通过行
而有效的合作，有效提升了贫困
人口的医疗和健康水平。 ”

真正健康基金“天使之心”
项目的发起方之一葆婴有限公
司副总裁 Travis Nordgren 在
发言中表示：“葆婴公司从成立
之初就开始不断进行公益慈善
投入，从‘扶弱济贫’到‘紧急救
灾’，从‘低碳环保’到‘绿色葆
婴’， 葆婴无时无刻不彰显着作
为企业公民的责任担当，这是公
司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天使之心’项目也
会在原有基础上，选择像吕梁山
区、甘肃渭源、云贵地区等更偏
僻、贫困的地方进行救助，我们
相信，‘天使之心’项目会给先心

病孩子带来更多生的希望！ ”
活动还特别邀请中国医学

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
医生张雅娟和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赖
建强分别发表演讲， 向大家介
绍先心病的预防、 筛查早期干
预和治疗的必要性以及中国新
生儿出生缺陷的现状及如何针
对中国新生儿出生缺陷进行综
合防治。

更让大家感到惊喜的是，4
位真正健康基金“天使之心”项
目救助的“小天使”来到了活动
现场，孩子们健康、幸福的笑容
感染了所有人，索契冬奥会短道
速滑女子 500 米冠军李坚柔代
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出席活
动并为孩子们送上了特别为他
们准备的签名礼物，孩子们也为
李坚柔及葆婴葆苾康爱心团队
的代表们带来了亲手制作的神
秘礼物。 （徐辉）

葆婴呼呼社会共同关注先心病儿童

近日， 由北京郎园联合 11
家公益媒体及公益组织共同发
起的中国首个无边界公益服务
平台在北京石景山郎园 park 公
益盛典上正式成立。此次公益盛
典也是以“科技·艺术·公益”为
主题的第六届郎园国际创意文
化节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

据专家统计，中国与国外公
益捐赠呈现很大的不同是国内
以大额捐赠、明星捐赠、企业捐
赠为主流，家庭与个人捐赠所在
比例不足 7%， 而发达国家的捐
赠比例却恰恰相反。这一数据体
现出国人对公益事业认知的不
足，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和普及推
广仍任重道远。

在郎园 park 公益盛典活动
现场，无边界公益服务平台发起

方———首创郎园介绍，首创一直
以国企身份践行社会责任、持续
做公益， 此次以郎园 vintage 和
郎园 park 两个线下实体文化艺
术园区为载体，发起成立无边界
公益服务平台，不仅是对首创做
公益的传承， 更旨在以科技、艺
术、文化为媒，倡导“无边界、不
设限”， 让各公益机构所倡导的
公益理念能更好的深入人心，让
大家从关注公益到投身公益。

无边界公益服务平台目前
有光明公益、新浪微公益两家战
略合作媒体，北京妇女儿童基金
会、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学通
社、真爱梦想、知行公益基金会、
单向街公益基金会、中华思源工
程扶贫基金会新浪扬帆公益基
金、 古绣文化助残公益基金会、

金红棉文化基金等 9 家联合发
起公益机构，平台将重点关注妇
女儿童关爱与成长、 生态环保、
教育、文化、精准扶贫、助残等领
域，后期还将联动名人、明星、企
业家等，借助名人效应、媒体与
互联网的力量，让更多人加入到
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目前，郎园
与单向街公益基金达成的一年
十场公益音乐现场演出计划，将
通过单向街公益基金为内蒙、河
北等地的一些乡镇幼儿园捐赠
适合学龄儿童的绘本读物，该计
划已于第六届郎园国际创意文
化节上正式启动；未来郎园还将
与学通社、真爱梦想、知行公益
基金会等就公益教育领域的合
作展开深度接洽。

（徐辉）

郎园成立全国首个无边界公益服务平台

2017 年 9 月 19 日， 伴随着
贵州市两名幼教从业者和孩子
们自编自演的音乐短剧《永不停
止的欢乐歌》的演出，由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和贵州省政府指
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贵州省教育
厅共同举办的“奋斗 2020，实现

‘一村一园’———贫困地区农村
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在贵州省
贵安新区召开。原国务委员戴秉
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
伟、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副代表郑道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
迈主持开幕式。

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开幕
式上表示，2016 年全国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 77.4%是了不起的
成就，但我国在消除贫困和普及
学前教育方面还面临很大的困
难和挑战。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学
前教育还面临不少突出问题。一
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入园率低；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
重要性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三
是财政投入不足， 且投入不合

理； 四是幼师数量严重不足，幼
师编制、待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09
年发起的“山村幼儿园计划”结
合政府和社会资源提供全覆盖
的早期教育，以 8 年来的实践表
明，“送教入村”可以大幅度提高
入园率，有效促进在园幼儿发展
水平，减轻贫困家庭负担。

据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09 年发起“山村幼儿园计划”，
结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向农村地
区 3~6 岁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探
索普惠性的早期教育政策方案。
截至 2017 年 8 月， 基金会和地
方政府合作，共在青海、贵州、湖
南等 9 个省（区）的 17 个县（市）
设立山村幼儿园近 1800 所，接
收在园幼儿 4.5 万多人。 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表
示，8 年来的实践表明， 该项目
提高试点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至 90%以上，为每个幼儿家庭
每年节约 4000 元学前教育支
出，有效地促进了在园幼儿的认
知、动作、语言和社会情感方面
的发展水平，并支持了试点县年
轻人的职业发展。 （张慧婧）

“一村一园”
实现普惠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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