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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建设还需加把劲儿！
文/本报记者 刘晓君 郑慧英

全区残疾人总数为
158.58万人，无障碍环境体
现了一个城市的温度。新修
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无障碍
环境建设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于7月1日起实施，
确保无障碍环境建设更加
规范、合理、便利，切实维护
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
等群体的利益。日前，记者
走访了呼和浩特市的商场、
停车场、医院、公共卫生间
等地，对无障碍设施的配
备、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部分盲道被挤占

7月3日，记者途经昭乌
达路、南二环、锡林南路、锡
林北路，看到人行便道上的
盲道断断续续，规划不标准，
部分盲道还被停车位挤占。

针对有些主干道盲道
被车辆占用、盲道不连续没
有停止符号、无障碍设施被
毁等严重影响残疾人出行
安全的行为，《办法》作出了
具体规定：无障碍设施的所
有权人和管理人，应当对无
障碍设施进行保护，有损毁
或者故障及时进行维修，确
保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禁
止损毁、擅自占用无障碍设
施或者改变其用途。因城市
建设、社会公益活动等原因
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
应当避免占用无障碍设施。
确需占用的，应当经无障碍
设施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
同意。依法应当经有关部门
批准的，需报经有关部门批
准，并设置护栏、警示标志
或者信号设施，采取必要的
替代措施。临时占用期满，
应当及时恢复无障碍设施
的使用功能。

小李是盲人，在展西路

一家盲人按摩院工作。谈起
盲道，小李说，他几乎不走
盲道，因为盲道上障碍重
重、时有时无，他和盲人朋
友每次出门，只能找一位视
力好的人陪同。如果以后盲
道建设越来越规范，他们出
行就会便捷多了。

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联
合会维权保障部副主任王
铁楠说，首府盲道占用问题
很明显，丰州路上的一段盲
道就被指示牌占用了，非常
影响盲人出行。还有些盲道
因二次施工，工人在铺盲道
砖时铺错了，这也会给盲人
出行带来不便。另外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无障碍
设施破损维护，这次新实施
的《办法》明确了无障碍设
施谁管理谁负责谁维修。
《办法》中明确，擅自占用无
障碍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
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造成使用人人身、财产损害
的，应当同时承担经济赔偿
责任。

第三卫生间设计人性化

当日，记者来到中山路
维多利购物中心的卫生间，
这里并不设有无障碍卫生
间。据该购物中心的物业人
员介绍：“购物中心建起的
时间比较早，当时在设计时
并没有考虑无障碍卫生间。”

维多利商厦设有无障
碍卫生间，但都因下水不通
而停用。与之相邻的民族商
场规划了无障碍卫生间，门
上有特殊标识，内设坐便，
卫生间打扫得很干净，可以
正常使用。

内蒙古人民医院门诊
楼一楼大厅，地上用不同颜
色标注了各科室、无障碍卫
生间、开水间等线路指示
图。循着指示图，记者很容
易找到了独立的无障碍卫
生间，但没能打开该卫生间
的门。

在赛罕区四千米巷的
青城驿站，外面设有无障碍
通道。走进青城驿站，一个
贴在墙上的“第三卫生间”
的标志非常醒目。这是一个
独立的卫生间，里面设施齐
全。呼和浩特市城环环境卫
生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石俊霞介绍，从去年4月开
始，该公司提标改造了首府
63座公共卫生间，目前都已
投入使用。其中61座公共卫
生间都设有独立的“第三卫
生间”，功能齐全，除了腿脚
不便的人群外，带小孩的父
母、老人都可以使用，非常
方便，使用率很高。剩余2座
公共卫生间，因场地有限没
有设置独立的“第三卫生
间”。

制止占用专用停车位

行为

7月6日下午，记者在万
豪美墅城小区外看到，城管
部门规划的许多停车位，其
中有残疾人停车位，但是数
量极少。

在乌兰察布东街、创业
路上，临街商铺门前也划有
残疾人停车位。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因为沿街规划的
停车位少，许多司机根本不
在意，随时在残疾人专用车
位上停车。

中山路的大型商场、医
院、道路停车场，目前还没
有专门的残疾人停车位。一

家停车场的管理人员说：
“对于设置肢体残疾人停车
位，还没有接到通知，如果
有要求，会设置。”

《办法》明确，停车场管
理单位有责任保证专用停
车位不被非残疾人驾驶的
车辆占用，如发生占用的情
况，停车场管理单位应当予
以制止。如果管理单位不加
制止，公安交警部门将严格
执法。拒不改正的，处以200
元罚款。

家庭无障碍改造提升

生活质量

今年40多岁的残疾人
杨绪珍家住玉泉区昕雅明
苑小区，是家庭无障碍设施
改造的受益者。

7月10日，记者发现，杨
绪珍家的单元门和一楼通
道都改造成了坡道，坡道的
一侧设置了安全扶手。在杨
绪珍家里，卫生间也同样设
置了安全扶手。对此，杨绪
珍激动地告诉记者：“我是
左腿高位截肢，平时靠双拐
行走，自从去年家里进行无
障碍设施改造后，我出门方
便多了。家里的卫生间安装
了扶手后，我洗澡和上厕所
的难题也解决了。”

在该小区居住的马德
青是一名多重残疾人，他家
也进行了无障碍设施改造。
由于行动不便，马德青只能
靠一个特制的代步车行动。
见到玉泉区残疾人联合会
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到来，马
德青不停地感谢。马德青
说：“这个代步车是玉泉区
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
为我定制的，有了这个代步
车，我自己一个人也能出去
遛弯，非常方便。不仅如此，

工作人员还给我家铺设了
防滑地板，他们的服务提升
了我的生活质量。”

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副理事长张志新说：“残疾
人居住环境离不开无障碍
设施，相比较外部无障碍环
境，家庭无障碍更为重要。”
2015年～2017年，全区对
6696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我区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是全区还有
6.2万贫困残疾人家庭尚未
进行无障碍改造，远没有满
足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的
基本需求。为加快家庭无障
碍改造进程，我区已经将贫
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列入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因
此《办法》提出要求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要将改造资
金列入政府预算，予以补
助。

银行无障碍服务贴心

7月6日，记者走访了乌
兰察布东街的多家银行后
发现，修建无障碍通道、张
贴残疾人求助电话号码的
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邮政储
蓄银行只在银行外墙上张
贴了残疾人求助电话号码。

“首府地区有40余家交通银
行营业厅按照统一部署修
建了无障碍通道，因为使用
者除了残疾人，还有坐轮椅
的老年人和推婴儿车的。”
交通银行工作人员说。

“因为银行门前的地方
有限，无法修建无障碍通
道，但是为了更好地为残疾
人服务，我们将营业厅的电
话对外公布了，可以为残疾
人提供上门服务。”邮政储

蓄银行乌兰察布东街支行
的工作人员说。

除了银行以外，首府地
区公交车都设有爱心座位，
部分公交车辆配备了无障
设施，方便了老弱病残孕的
出行。王铁楠建议，公交车
上的LED显示屏适时显示
站名，便于听力障碍的残疾
人出行。

建议成立体验小分队

王铁楠说：“随着社会
的进步，首府地区的无障碍
环境越来越好，但是仍有一
些细节需要改进，部分缘石
坡道、无障碍通道、盲道建
设不标准，因为这些无障碍
建设国家都有明文要求，
像盲道在建设中必须离花
池、树坑、绿地30～50厘
米，缘石坡道、无障碍通道
的坡度也有标准。比如有
些银行的确修建了无障碍
通道，但是坡度太陡不利
于轮椅的推行，所以我们
就给银行系统专门提了建
议，在修建无障碍通道时，
参考一下国家标准。在现实
生活中，使用无障碍设施的
不一定是残疾人，比如腿脚
不灵便需要坐轮椅的老年
人、推婴儿车的人、腿脚受
伤临时需要坐轮椅的，他们
对于无障碍通道也是有需
求的。”

王铁楠建议，政府部门
可以成立一个无障碍设施
民间体验小分队，成员有老
人、孩子、孕妇、残疾人等，
只要是在公共场所修建的
无障碍设施，在竣工前可以
请这支体验小分队现场体
验一把，查找不足，确保无
障碍设施投入后真正发挥
作用。

新华社消息 天色蒙
蒙亮，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
旗温都敦吉管护站里，42岁
的站长哈斯巴特尔揣上几
块奶豆腐出门，开始了一天
的草原巡逻。5年前，哈斯巴
特尔还是扎鲁特旗阿日昆
都楞镇那仁宝力皋嘎查的
牧民，在家里2600亩草场上
放牧着200多头（只）牛羊。
那时的他没有想到，受损的
草原会再次焕发出绿色的
生机，搬迁后的生活也变得
更加富足。

哈斯巴特尔告诉记者，

过去一度无节制的放牧使
草场严重退化，后来村子周
边又陆续建起铝厂，最近的
铝厂离草牧场仅1公里左
右。过度放牧和工业排放导
致这里的草枯黄矮小，牛羊
等牲畜经常患病。“我小的
时候草能长到腰这里，可那
几年，连脚脖子都没不过。”
哈斯巴特尔对记者说，草原
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牧民
们的收入也一天比一天薄。

阿日昆都楞镇与特金
罕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
连，霍林河、阿日昆都楞河等

多条河流流经此地，过去草
原植被减少导致土壤蓄水
力降低，好几条河都发生了
断流。2013年春天，阿日昆都
楞镇正式启动生态移民工
程。在政府帮助下，9个自然
村共451户牧民迁往150公里
外的鲁北镇，免费住进了新
楼房。2016年，又有2个自然
村的338户牧民迁出。两次生
态移民腾出的82万亩草牧场
实行全年禁牧，每年立秋后
设立一个月打草期，供牧民
打草作为牲畜饲料。

牧民们陆续迁出，草原

生态逐年恢复。去年，周边
几家铝厂先后建设了超低
排放净化系统，氟化物、二氧
化硫和颗粒物等浓度均大
幅降低。82万亩平地和小丘
披上了厚厚的“绿毯”，几近
干涸的河流又重新流淌起来。

哈斯巴特尔的生活也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00平方米的新家里，热水
器、抽水马桶、各式家电一
应俱全。他给记者算了过去
一年全家的收入：管护站工
资3.6万元，养牛收入5万
元，草牧场承包费4.5万元，

草牧场补贴2.5万元，耕地
承包费3000元，家里其余4
口人每月享受550元生活补
贴，加起来共收入近20万
元。“住上了新楼房，日子也
越过越舒心了！”去年8月，
哈斯巴特尔还给家里添了
一台崭新的越野车。

阿日昆都楞镇党委书
记额尔敦布和介绍，旗财政
共投入资金近1.7亿元，作
为阿日昆都楞地区生态移
民住房安置政策安置费，先
后在鲁北镇和霍林郭勒市
集中安置789户牧民，并提供

管护员、环卫工人、幼儿教
师、协警等公益性岗位，解
决牧民就业问题。对于搬迁
户中未获得就业安置的人
员，每人每月提供550元生
活补贴。

几天前，哈斯巴特尔回
到从前居住的地方，如今那
里满目苍翠，绿草如茵，远
处河水缓缓流淌，蓝天白云
下，五颜六色的花儿竞相开
放。哈斯巴特尔说，草原又
变回了他记忆中的样子。
（李仁虎 王雨萧 张

丽娜）

生态移民：绿了草场 富了牧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