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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有超过 1.85 万名儿童死于
交通事故，是欧洲国家的2.5倍，美国的2.6
倍。国际研究表明，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可以降低交通事故对儿童71%的致命伤
害和67%的严重伤害。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对儿童
安全座椅立法以强制使用。据统计，在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韩国等国家，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超过 80%，但我国的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还很低，即便在北京
地区，也只有 13.2%。这是我国儿童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高于欧美国家的重要原因之
一。这也表明我国儿童安全座椅市场存在
很大开发空间。

业界人士表示，由于国内汽车儿童安
全座椅使用率较低，中国生产的儿童安全
座椅多为外销，工艺设计和质量水平已逐
渐与国际接轨。

尽管我国制造能力不差，但是市面上
的儿童座椅质量依旧参差不齐。“由于某些
生产企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产品生产体
系，导致批量生产并流入市场的产品出现
质量问题。”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
梁梅说。

因此，儿童安全座椅产品的质量问题
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据梁梅介绍，通过对
2013 年以来市场上在售儿童安全座椅的
调查发现，一些获得3C认证的儿童安全座
椅存在头部移位超标、部件断裂、锁止装置
失效、警示和说明缺失或有误等问题，其中
头部位移超标占比最高，其次是警示和说
明缺失或有误，后者同时提高了儿童安全
座椅的误用率。

梁梅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行
业制定统一的产品质量执行标准，并通过
企业内部严格的批控制和连续控制保证市
场销售的产品达到标准。

误用致伤亡率增高

购买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相当于为宝宝
购买了一把乘车出行“安全保险锁”，然而，
错误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却将增加对儿童
的伤亡率。

梁梅告诉记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产
品由于体重组和年龄组分不清、标识不清、
说明书看不懂等原因，很容易导致消费者
错误选购、错误安装或错误使用，在车辆出

现交通事故时，不仅不能保护儿童安全，反
而会导致儿童伤亡率更高。日本 2013 年
的调查数据显示，6 岁以下儿童乘员正确
使用安全座椅伤亡率为 0.57%；不使用安
全座椅的伤亡率为 2.19%，错误使用安全
座椅的伤亡率为3.05%”。

据了解，不能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德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发现，对儿童
安全座椅的误用率除了加拿大相对较低外，
其他发达国家都普遍较高，最高达79%。

专家介绍，儿童安全座椅常见的错误
使用模式包括：儿童年龄和尺寸与座椅的
使用范围不符，儿童安全带和成人安全带
松弛或扭曲，儿童安全带的位置不合适，固
定座椅用成人安全带穿行等。

大量的座椅试验研究表明，儿童安全
座椅错误使用带来的伤害主要集中在儿童
的头部和面部，其次是胸部和腹部，头部、
脊柱以及胸部的伤害等级较高。

德国关于儿童安全座椅错误使用对儿
童安全影响的研究发现，防止儿童安全座
椅错误使用比提高产品安全性更重要。因
此，为了儿童的出行安全，不仅要提倡普及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关注座椅质量，更应
该注意防止座椅错误使用。

为了提高儿童安全座椅的易用性，减
少避免错误使用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中国
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组织国家机动车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清华大学汽车
碰撞试验室等单位，借鉴欧盟相关标准，制
定了严于国家标准的团体标准《机动车儿
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安全要求：易用性、生产
一致性与化学安全》，对易用性标准提出了
比国家标准更高的要求。该标准将于今年
9月1日起开始实施，目前已经有好孩子儿
童用品有限公司、基德儿童用品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等15家汽车儿童安全座椅企
业声明执行。

高标准和严监管并行

产品信息标识、头枕和肩带标识、倾角
调节标识，本来应该是儿童安全座椅产品
具有的基本标识。但在 6 月 28 日中国玩
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召开的汽车儿童安全座
椅生产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发布会上，
现场展示的市面产品中，却有不少产品基
本标识不全。相比之下，执行团队标准的
儿童安全座椅企业生产的产品则标识齐
全、清晰，并在显眼的位置附带了详细的说

明书、安装后的座椅整体图示、安全承诺品
牌标识等。

对座椅的标识和说明书的设计进行规
范，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童座椅的误用率。
国外研究发现，合理的标识设计可提升儿
童座椅 50%的正确使用率；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标识和使用说明书更能吸引使用
者注意，从而有助于座椅的正确使用；标识
和说明书对于座椅的正确安装有重要的引
导作用。

据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上海)副主任朱晓明介绍，为了提高汽
车儿童安全座椅产品的易用性，减少对座
椅的错误使用，团体标准针对产品标识易
用性、说明书易用性、儿童保护易用性、儿
童安全座椅安装易用性都作了明确要求
和规定。为了保护儿童的健康安全，团队
标准还提出了更高的化学安全标准，在现
行儿童安全座椅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了对 PH 值、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
料、邻苯二甲酸酯、阻燃剂的限量要求
等。朱晓明表示，编制和执行儿童安全座

椅的更高标准，是行业责任，也是社会
责任。

为了保证产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梁
梅表示，协会将及时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先进标准，根据行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水
平，每年对团体标准进行一次修订、更新，
并倡导企业在达到国家标准的前提下，根
据自身能力水平，自我声明执行更高标准，
以此带动行业产品质量的提高。为方便消
费者选购高标准的产品，执行更高标准的
产品将加贴统一 SQ（super quality）宣
传标识。

为了严格执行监督标准，中国玩具和
婴童用品协会在官网开设了“质量中国”频
道，频道中设有自我声明、品牌自律中国
行、安全承诺品牌、安全消费体验店、团体
标准、自愿性认证等栏目。其中，“安全承
诺品牌”查询以及红榜、警示榜、黑榜，作为
不法企业和不合格产品的公示监督平台。
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处长余政表示，
国家质检总局将畅通社会各界的评价和监
督渠道，共同规范市场秩序。

儿童安全座椅如何发挥安全作用
本报记者 杜 芳 实习生 戴幼卿

“医改涉及卫生、发改、人
社、编办、物价、药监、审计等
多部门，牵一发而动全身。”海
南省医改办主任杨俊说，“如
果医疗、医保、医药‘三医’不
联动，医改现有政策就犹如三
个孤岛，政策碎片化。”

缝合政策碎片终结“三
医”各自为政，2016 年 2 月，
海南省选择在陵水县开启

“三医联动”医改试点。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

医疗、医药和医保联动综合
改革方案》，陵水县迅速成立
了由相关 13 个业务部门组
成的“三医联动”医改小组。

陵水县的医改路径就是
以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
核心，以医疗、医药和医保

“三医联动”为突破口，调动
医务人员改革的积极性以提
高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水平；
改革药品采购办法，建立降
低药品价格的激励机制；整
合城乡医保，统筹设计医保
支付体系，改革医保支付方
式。其目标是通过两三年的
努力，基本解决患者看病贵、
看病难问题，并为海南全省
提供有益经验。

“看门诊能报销一半。”
陵水县岭门农场农民苏逢香
到农垦岭门医院看病缴费时
显得有些惊讶。

苏逢香是城镇居民医保
参保人员，此次就诊总费用43元，交费时工作人员告
知其只需交21元，报销比例50%。“以前门诊可是不
能报销的，没想到如今也能报了，这真是便民的大好
事。”苏逢香逢人就说。苏逢香可实现门诊医保报销，
是因为陵水县“三医联动”医改正式实现了城镇居民
医保与新农合“二保合一”。按照报销待遇就高不就
低、三大目录就宽不就窄的原则，城乡居民就医均提
高了报销比例和范围，因而就诊时感到明显受益。

陵水县副县长贾彬告诉记者，在“三医联动”改
革中，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从机构、政策上完全
融合是重头戏之一，在海南省内也是首次尝试。合
并后，陵水县医疗发生了9大变化：当地城乡居民看
病报销住院补偿比例提高了 5 个百分点、起付线明
显下降、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患者门诊也可以享受
报销、特殊病种门诊增加到 33 个病种、正常分娩花
多少报多少、提高了 22 种重大疾病报销待遇、三大
目录内进口药新农合实现报销、在乡镇卫生院实行
限费医疗制度、未成年人意外伤害死亡一次性补偿
3 万元。如今，陵水县已经形成了“基本医疗报销+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重大疾病医疗
救助”四道医疗保障体系防线。

海南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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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儿童安全座椅的分类
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按固定方式种类来区
分；另一种是按照孩子的身高和体重来区
分。专家介绍，国内很多车型多按照固定
方式分类标准来配置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比如ISO FIX固定方式、LATCH固定方式。

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要综合价
格、材质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国
内市场上儿童安全座椅国产与进口品牌
的价格差距非常大，进口产品的价格大约
是国产产品的2-4倍，如何选择还要看家
长的经济承受能力。除了考虑价格，选购
儿童安全座椅更要考虑产品的品质、安装
是否方便、材质等。

专家指出，儿童安全座椅需要符合安
全认证标准，目前E－CER44/03是欧洲最
为严格的安全认证标准，有此认证的产品
质量相对更有保障。安装是否方便就要
看选择的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的是哪种固

定方式。如果儿童安全座椅在安装上非
常复杂，并且不容易固定牢固的话，不但
起不到保护作用，甚至在发生事故时还会
加大威胁系数。

在国内市场，ISO FIX和LATCH两种固
定方式是最快捷、最安全的固定接口方
式。但专家指出，车主在选择儿童安全座
椅时要特别留意自身所使用的车型配备
的固定方式，以免购买的儿童安全座椅与
车型搭载的接口不吻合。

另外，儿童安全座椅的材质也很重
要。选购儿童安全座椅时，首先不能选择
带有刺激性气味材料的产品；其次要选择
舒适、透气且进行过防火处理的面料；此
外还要注意儿童安全座椅的内部填充物，
好的儿童安全座椅都会使用优质的EPS材
料，而劣质的儿童安全座椅通常仅仅采用
普通的泡沫塑料。

（张蔚蓝）

怎 样 选 购 儿 童 安 全 座 椅

近日，重庆首个太阳能环卫爱心驿站在渝北区
空港大道投入使用。太阳能环卫爱心驿站的屋顶上
安装了7块光伏发电板，可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满
足环卫工人烧水、热饭等需求。图为两名环卫工人在
环卫爱心驿站外工作。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互联网让居家养老更便捷
本报记者 李 丹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严重，老龄
人口基数不断加大，空巢老人数量已经超
过1亿人，这给我国尚未完善的养老体系
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纯依靠机构养老已经
难以满足日益高涨的养老需求，积极推动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正在成为社会
各界共识。

居家养老费用低廉，而且不必改变老
人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老人的
养老模式首选。然而居家养老也有其自身

弱点，如信息沟通不畅，造成一些空巢老
人、独居老人不能很好地管理自身的生活
与健康。互联网的加入，有望改善这一
状况。

“互联网在养生养老行业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大数据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纪海互助基金主任纪海表示，养老产业的
重点是养生，养生的重点是健康管理，健
康管理的重点是健康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通过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整理，我们发
现，老人们常见的慢性疾病有 30 多种，

‘三高’等心脑血管疾病加上糖尿病、骨
关节疾病等，基本覆盖了九成左右的老
人。这些重点疾病的干预和排除，需要大
量医疗和养护资源。”

“老人们的收入一般较低，总体支付

能力较弱。而且基于老人节约的传统习
惯，即使有能力支付，他们也尽量选择免
费、低价服务。”纪海表示。在上海，他
们正在尝试通过互联网将医疗和养护服务
以最快捷的方式和最低廉的成本传递给老
人。“通过‘互联网+物联网’，老人自家
的床就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养老床位，老人
通过互联网点击我们的服务菜单，购买需
要的各种服务；利用物联网技术，我们能
够在 15 分钟内调动医院资源，为发生紧
急情况的老人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养老服务
可以更方便快捷，不会再出现在银行排长
队领取养老金的现象。”天弘基金总经理
郭树强建议，未来可以将养老服务植入手
机 APP。居民想知道养老金账户余额，

只需要轻点手机，而不必等待月度、季度
对账单。通过手机应用，居民还可以非常
便捷地进行个人养老储蓄产品的选择、申
购以及投资收益的查询等。

郭树强表示，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还
可以做到养老账户和医疗账户的互通转
换，账户信息可以永久保存。老人在不同
医院、不同养老机构的登记信息、就医记
录等，可以进行统一存档，不会因老人的
机构选择变化、居住地区变化而造成历史
信息的丢失。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还
可以对老人的历史就医信息进行分析，借
助整个互联网平台，调动全国最好的医疗
资源，给老人提供适合的就医、用药和养
老方案。

互联网给养老产业带来便捷与高效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风险和挑战。比如，
如何确保养老金账户和医疗账户的信息不
被泄露？怎样确保资金安全？此外，许多
老人对互联网接触有限，对智能手机应用
不熟悉，通过怎样的设计确保老人能顺畅
接受网上服务？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还
需要相关从业机构进一步探索、创新与
完善。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以有效保障儿童出行安全。在某企业举办的
儿童安全座椅产品展上，带有蓝牙报警器的儿童安全座椅产品受到家长青
睐。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太阳能爱心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