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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29次全国助残日——

如何唤醒“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直升电梯长期故障维修、盲道被停车占用、斜坡通道直上直下、专用厕所堆满杂物……这些情景常常被人们忽

视，却给不少出行的残疾人带来心酸和烦恼。
5月19日是第29次全国助残日。受访的残障人士和专家表示，除了继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外，更应该唤醒

那些“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生活观察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
当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
8500万。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各级
政府大力提倡加强无障碍设施建
设，然而长期困扰他们的出行难
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5 月 15
日，安徽省合肥市一位盲人带着她
的导盲犬外出坐公交车、打出租车
均被拒载，安徽省合肥市公交集团
有关负责人对此解释称，对于盲人
携带导盲犬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有
一些法规支持，但仍缺乏具体执行
的明文规定。

提起出门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全
国残运会百米蛙泳冠军代国宏也感
同身受。退役后的他在四川省成都
市一家游泳馆任教练，因为工作需

要，代国宏出门更为频繁。
“外出不敢喝水，找厕所太难。”

代国宏告诉记者，虽然很多地方都有
无障碍厕所，但常常没法使用，有直
接上锁的，有门太窄轮椅进不去的，
还有的成了储物间……让他更难受
的是，有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无障碍
厕所，门口处却有一个台阶。代国宏
说，烦心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一些
过街天桥坡道坡度太大，必须要绕
行，但绕完后却成了逆行，坐飞机时
轮椅托运被压坏更是常有的事。“轮
椅就是我们的腿，没有腿怎么前行？”
他说。

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生活在深
圳市龙岗区的赵业云。由于双下
肢残疾，他已经坐了10年轮椅。“深

圳很多地下通道都是直上直下的，
坡道很陡，如果没有人帮忙，就是

‘下得去、上不来’，应该设计成折
线或Z字形才对嘛。”赵业云说，自
己已经练成了一些“绝技”，比如把
轮椅前面翘起来上台阶。再比如，
如果只有三四级台阶要下的话，坐
在轮椅上直接冲下去，这些都已经
很熟练。

按照赵业云的描述，记者来到
深圳市红岭中路与深南东路交叉
的十字路口，发现该处的地下通道
虽然设有可供残疾人轮椅通行的
斜坡，但和赵业云的描述十分相
似：由于坡度过陡，很难独自操控
轮椅来到路面，往下走时甚至存在

“冲刺翻车”风险。

“外出不敢喝水，找厕所太难”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正式启动总统竞选活动

新华社美国费城5月18日电（记者孙丁 胡友
松）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人乔·拜登18日在宾夕
法尼亚州费城举行集会，正式启动总统竞选活动。

拜登当天以“团结”为主题发表其竞选演说，
谈及医保、基建、教育、气候变化等话题。他强
调自己跨党派寻求共识的能力和履历，并表达对
华盛顿政治圈风气及现任总统特朗普执政风格
的不满。

本周早些时候，拜登竞选团队宣布将竞选总
部设在费城。美国媒体认为，这体现了拜登对宾夕
法尼亚州的重视。在以往美国总统选举中，该州被
视为关键“摇摆州”，为民主、共和两党必争之地。

拜登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现年
76岁，曾于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执政时期任
副总统。此前，拜登曾任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达
36年，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今年4月25
日，他宣布竞选下届总统。

包括拜登在内，已有20多名民主党人宣布竞
逐2020年总统选举。民调显示，拜登在民主党和
独立派选民中支持率大幅领先于民主党内其他人
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前两轮
辩论将于今年6月和7月举行。

新华视点

5月18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澳大利亚总理
斯科特·莫里森（左二）和家人在议会选举获胜后
向支持者挥手。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18日晚在悉尼
宣布，由他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当天举
行的201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新华社/法新

澳总理莫里森宣布
执政联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胜

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的资料照片。
克里斯蒂娜5月18日宣布，她将不代表公民

联盟竞选总统职务，而将在今年大选中担任前内
阁首席部长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的竞选搭档。
阿根廷大选将于10月底举行。 新华社/法新

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宣布
不参选总统

幌子高大上 骗你没商量
——虚拟数字货币诈骗案的背后

虚拟数字货币、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近几年流行起来的“高大上”新名词，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包装成了一个个骗
局。湖南衡阳公安机关日前破获一起以虚拟数字货币为幌子的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达3亿余元，截至目前已有23人被刑事拘留。
虚拟数字货币诈骗案的背后，隐藏着不少骗人的“套路”，应引起警惕。有专家建议，对于这类新兴金融投资领域，还应加强诚信建设
和规则制定。

2018年12月下旬，衡阳市公安
局珠晖分局接到多人报案，称被一个
名为“英雄链”的区块链虚拟数字货
币项目诈骗，被骗金额从数十万元到
几百万元不等。

据一位报案人反映，几年前他接
触到“虚拟数字货币”投资领域，加入
了所谓“币圈人士”交流使用的微信
群和QQ群。2017年底，群里有人
发布了一个“英雄链”项目的“白皮
书”，号召投资一种名叫“英雄币”的
虚拟数字货币。

记者看到，这份“白皮书”上写道：
这是全球首个区块链网络博彩平台，
设立在柬埔寨，结合了区块链、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将发行数字
筹码“英雄币”50亿枚，其中25亿枚用

于对外销售。不过，“英雄币”不能直
接用人民币购买，必须先购买“以太
坊”虚拟数字货币，再兑换成“英雄币”。

经公安机关查明，这个“英雄链”
项目由两个团队完成。其中一个是以
陈某为首的“超链公司”团队，这个团
队负责技术、宣传、募集“以太坊”虚拟
数字货币的工作。另一个团队在柬埔
寨，被称为英雄联盟公司，以白某辉为
首，由杨某、杜某、李某等人组成。

他们以柬埔寨博彩业为噱头，发
行“英雄币”，短短两个月时间，募集
到近4万个“以太坊”虚拟数字货币，
价值近 3.5 亿元人民币。在“英雄
链”项目上线后，两个涉案团队将募
集到的“以太坊”虚拟数字货币进行
了瓜分。

打着虚拟数字货币幌子诈骗3亿余元

“英雄链”这类“高大上”的项目，
听上去有一大堆前沿术语，其背后却
是各种“骗你没商量”的套路。

一是项目靠“抹胭脂”，摇身一变
“国际范”。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的
惯常做法是，通过租用境外服务器搭
建网站，声称获得了境外优质区块链
项目投资额度，并远程控制实施违法
活动。上述“英雄链”项目“白皮书”
中，有一条“特别说明”：本项目不针
对中国进行数字筹码的销售。项目
还宣称获得国外金融牌照，有“某某
国数字经济顾问”“某某国家银行行
长助理”等人士“站台”，创始团队被
包装成国外大学毕业、有海外工作经
历的金融精英。

“英雄链”案件专案组负责人刘
也鲁介绍，这样操作的目的，是制造

“国际范”的假象，事实上项目在国内
完成募资。湖南大学互联网金融研
究所所长何平平认为，这类项目往往

注册地在国外、运营在国内，具有明
显的“互联网化、跨境化”特点，是网
络诈骗的一种新形式。

二是收益靠“吹气球”，最后结果
是“泡沫”。“投资某某币，快速实现财
富自由。”在虚拟数字货币骗局中，总
有这样的“造富神话”。为了吸引投
资，这类项目还不时抛出“诱饵”。比
如，有的项目称，将智能化免费派赠虚
拟数字货币，以引起投资者的关注。
当项目受到质疑时，官方客服又在微
信群里表示，“对于支持我们的用户，进
行1：1的糖果赠送”。在区块链行业用
语中，“糖果”是给用户发放的福利。

刘也鲁说，“英雄链”项目承诺
10倍甚至100倍的收益，号称“赚的
钱能买跑车”，其实是虚假宣传。虚
拟数字货币的价值并不像宣传的那
样飙升，往往在网络交易平台刚上线
时就“破发”，价值断崖式下跌，直到
慢慢接近于零，投资者损失惨重。

前沿术语背后是满满的“套路”

实际上，这些骗局的很多手法似
曾相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粉墨登
场”。不只是“区块链”，“大宗商品交
易”“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等，都
曾被拿来作为幌子。

银保监会、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曾
在2018年8月发布过风险提示，指
出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
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侵

害公众合法权益的现象。此类活动
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
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
之实。

何平平认为，在这些新兴的金融
投资领域，不能少了“诚信”和“规
则”。诚信要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
特别是要完善法律体系，明确界定违
法行为，出了问题实行“零容忍”。对

于政府部门来说，要加强风险警示，
并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
戴晓凤认为，这种骗局编织了“低投
入、高收益”谎言。对于投资者来说，
一方面不要投自己不熟悉、看不懂的
领域，否则就是给骗子机会；另一方
面“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心
而受骗。 （据新华社长沙电）

新兴金融投资领域应加强诚信建设和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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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称

土耳其购买俄制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成定局

据新华社安卡拉5月19日电（记者施春 秦
彦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8日晚间说，土耳其
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已成定局，未来
还将与俄方磋商共同生产S-500防空导弹系统。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与土耳其高校
学生当天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座谈时再次否认了取
消土俄两国签署的军购协议的可能性。

埃尔多安还表示，尽管美方目前宣布推迟向
土耳其交付F-35战机，但土方迟早会收到这些
战机，“不交付战机并非美方选择”。

美国国防部4月1日宣布，美国暂停向土耳
其提供F-35战机零部件，并称如土方坚持交付
S-400，美国将把土耳其排除出F-35开发项目。

2017年12月，土耳其和俄罗斯就购买俄制
S-400防空导弹系统签订协议，计划于2019年交
付使用。此举引发美国等北约盟友不满和担忧，
理由是这一俄制防空系统与北约防空系统不兼
容，且S-400的雷达系统可能掌握如何定位并追
踪美国及盟国的F-35战机，导致后者难以躲避
俄方武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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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唤醒“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受访的专家和残障人士表示需要从多
方发力。

许槟表示，要探索建立包括规划、
施工、竣工、维护、体检评估和监督反
馈一体的全程运作机制。“当前各地区
无障碍公共环境还不是一个有机整
体，还没形成相关衔接的关联体系，这
也是大家反映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
设施，但还是出门不方便。”他说。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
示，建设无障碍城市的同时，乡村无障
碍建设短板也需尽快补齐。当前，要
以开展乡村振兴为契机，将乡村的无

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纳入其中，补齐农
村无障碍公共环境建设的短板，并将
农村无障碍公共环境建设纳入考核内
容，全面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无障碍设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
助残，而是服务于所有人，是给大家提
供有尊严生活的基础条件。”宋煜说，
应该充分利用盲人体验馆、科技馆、博
物馆等现有资源，积极推动各类社会
公益项目，普及无障碍通用设计理念，
让每个人都有意识成为无障碍公共环
境的建设者。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
吴文诩 陈宇轩 邰思聪）

唤醒“沉睡”无障碍设施需多方发力《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我国共出台了 475 个
省、地市、县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
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1702
个地市、县系统开展无障碍环境建
设。受访专家表示，当前我国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
无障碍环境建设进步明显，但仍存
在施工维护不当、城乡不均衡，规范
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社会参与不
够等问题。

——施工维护不当、城乡发展
不均衡。致公党北京市委《关于北
京市建设高水平无障碍公共环境的
提案》显示：2017年，北京市残疾人
联合会曾对全市范围内325家各级

别宾馆进行无障碍体验，发现三分
之二的被考察宾馆在无障碍设施建
设方面存在问题；此外，村镇无障碍
环境建设仍相对滞后，在农村地区，
除无障碍设施不足及利用程度不高
外，单体设施建设不达标现象也比
较突出，管理维护水平普遍较低。

——规范化运行机制尚未建
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
级规划师许槟介绍，目前无障碍环
境系统化建设规范化运行机制尚未
建立，其中关键问题在于缺乏强有
力且有效的主管机构或协调组织
者。“各省、市残联作为社会团体，其
协调力度十分有限，虽然法规赋予
其监督和建议权，但在具体执行中

仍然需要依赖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自
觉性。”许槟说。

——认识有限、社会参与水平不
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宋煜表示，由于长期将

“无障碍”等同于“助残”，导致大多数
个人和团体往往认为无障碍环境建
设“与己无关”，也很难让群众有更多
参与意识。广东省肢残人协会和华
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针对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在
广东省，影响无障碍设施使用率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设施被占用，恰
恰是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占用，
导致了无障碍设施无法充分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施工维护不当、运行机制未建立、社会参与不够

开罗大埃及博物馆
附近发生爆炸
至少14名游客受伤

据新华社开罗5月19日电（记者郑思远）一
辆载有外国游客的旅游巴士19日在位于开罗郊
区的大埃及博物馆附近遭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4
名游客受伤。

埃及尼罗河电视台当天报道说，旅游巴士和
周边一些轿车的车窗在爆炸中被震碎。旅游巴士
上载有25名南非游客。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
击事件。

大埃及博物馆位于吉萨金字塔附近，目前仍
在修建中，计划于2020年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