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9 家行业协会成为首批团体标准试点单位

� � 经自愿申请，河北省质监局
近日确定河北省企业社会责任
促进会等 9 家行业协会作为首
批团体标准试点单位，试点期限
为两年。

按照要求，两年内，各试点
单位要按照国家标准委和河北
省关于培育团体标准的有关文
件要求，积极开展团体标准制修
订工作，并在国家标准委团体标

准信息平台上注册、 公开声明，
探索团体标准制修订及推广实
施的经验。

团体标准试点工作任务主要
包括： 建立本行业协会内部标准
化工作机制， 制定团体标准化工
作文件，包括标准化技术组织的
管理文件、 标准制修订程序、编
写规则以及相关知识产权政策。
围绕本行业国家标准、 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中不能满足生产和
建设需要的领域，制定 5 项以上
团体标准。 组织实施团体标准，
总结团体标准实施效果。 总结试
点工作经验，针对团体标准的制
修订、推广实施、监督管理等方
面向省质监局提出建议。 条件成
熟时， 申请对本团体进行标准化
良好行为评价。

（据《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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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残联购买服务资金 24.95亿元
30%由民办非营利机构作为承接主体

天津：政府向社会购买 14 类教育服务

� � 2016 年，我国残疾人事业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的引领下，各项工作取得
了新进展。

政府购买助残服务

“幸好有了这个平台，我有
了收入和朋友，再也不会觉得自
己是‘包袱’，也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 ”让小竹赞不绝口的正是上
海市嘉定区残联购买的帮助残
疾人就业的“阳光工坊”项目，因
肢体残疾困在家中多年的小竹
正是通过该项目，经常忙着整理
草编作品去给他人讲课。

“阳光工坊”项目以社会化
运作方式由嘉定区徐行镇助残
服务社投标承接， 现有 10 多名
残障人员。 这一项目的推出既使
嘉定黄草编和竹刻这两项非物
质遗产得到了发扬光大，又提高
了残疾人家庭收入。

2016 年，全国各级残联投入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24.95 亿元，
开展服务项目 4894 个， 服务
2749 万人次，由民办非营利机构
作为承接主体的占 30%，放大效
应显著。

推进贫困残疾人脱贫

2016 年 12 月 22 日，北京市
丰台区重度残疾人刘继军家里
热闹起来，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
来他家走访慰问。 刘继军患肌萎
缩侧索硬化症，靠眨动眼睛使用
眼动仪，写下 30 万字的感想，鼓
舞病友增强信心，战胜困难。 他

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用亲身经历
为病友和他们的家人交流治疗
和康复经验。 张海迪祝福他新的
一年吉顺安好，并为他送上慰问
金。

去年，全国各地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实现全覆盖， 已有 413.5
万贫困残疾人纳入国家建档立
卡数据库中，相关任务正在层层
分解到各地。 许许多多像刘继军
一样的残疾人获得政府的补贴，
生活获得改善。 到 2016 年 8 月，
“两项补贴” 制度受益人群达
1500 万人次，全面落实后有望达
2000 万人次。

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省（区、
市）明确了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
作为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800
多万城乡贫困残疾人家庭享受
最低生活保障。 据实名统计，目
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残疾人超过 1800 万， 参保率达
76.74%。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残疾人超过 2500 万， 参保
率达 96.4%。 近 70 万残疾人得到
了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和居家服
务。

改善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无障碍改造帮我们解决了
生活中的大问题，感谢对我们残
疾人的关爱。 ”近日，山东省沂源
县对 2016 年度贫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项目进行了检查验
收，沂源县鲁村镇肢残人王瑞贵
高兴地对检查人员说。

沂源县残联去年为 20 户贫
困肢体残疾人家庭免费进行了
无障碍设施改造。 在全国各地，
许多残疾人感受到无障碍给他
们带来的便利与实惠，大大方便
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2016 年，中国残联等多部门
推出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
疗保障支付范围、 进一步做好
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及保障工
作的措施， 提高了残疾人医疗
康复保障水平。 2016 年 10 月实
施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 将残疾人列为服务重点。
《国 家 残 疾 预 防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 年）》，对减少、控制
残疾的发生与发展作出部署。
2016 年，国家基本完成《特殊教
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提
出的任务，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入学率逐年提高， 新解决
7.6 万名残疾儿童的入学问题。
2016 年，9491 名残疾学生被普通
高校录取。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

2016 年 12 月 28 日，在河北
省廊坊市永清县德尚雕刻厂里，
一枚枚小小的橄榄核被雕刻成
惟妙惟肖的核雕艺术品。 很难想
象，这些核雕作品大多出自残疾
人之手。

德尚雕刻厂是省级残疾人
就业孵化基地，在廊坊市的扶持
下， 短短几年带动 50 多名残疾
人从事核雕工作，残疾人员工达
到 30 人。 核雕让这些残疾人在
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家庭负担也

减轻了。
去年，中国残联推动出台促

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加
大对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
的扶持力度；联合印发残疾人职
业技能提升计划 （2016 ~2020
年）， 帮助更多残疾人提升职业
技能；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
服务平台功能，促进残疾人就业
创业。 截至 2016 年 12 月，55.9
万残疾人获得职业培训，通过按
比例就业、集中就业、灵活就业、
辅助性就业、支持性就业等多种
方式，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28.7
万人。

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2016 年 5 月 13 日， 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了 １０ 起残疾人权益
保障典型案例， 阐明基本案情、
法律依据和典型意义，发挥司法
裁判对社会的示范引领作用，落
实禁止歧视残疾人的法律规定。
这些案例中，人民法院分别从维
护残疾人的健康权、 婚姻自主
权、继承权、劳动权、生产经营
权、财产权等不同角度切实维护
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
单眼视障人士和上肢残疾人驾
驶汽车的呼声日趋强烈。 为回应
广大残疾人的期待，2016 年 4 月
1 日， 公安部等部门出台单眼视
障人士和上肢残疾人驾车等政
策。 为残疾人出行、参与社会生
活提供更多便利。

（据《慈善公益报》）

� � 为进一步利用社会力量优
势，提升优质教育资源保障能力，
天津市近日向社会公布了 １４ 类
政府购买教育服务项目， 包括教
育规划和政策研究、 普惠性民办
教育补贴、全民终身教育服务等。
符合三方面条件要求的社会组织
可与所在区教育部门对接， 有资
质承接这些项目。

据介绍，由天津市财政局、天
津市教委联合发布的 １４ 类政府
购买教育服务项目， 分别是教育
规划和政策研究、 教育资讯收集

及统计分析与发布、 教育基础设
施管理与维护、 教育成果质量评
估与监督、 教育教学成果交流与
推广、普惠性民办教育补贴、师资
队伍培训、 支教助学与扶贫助困
服务、 学生竞赛及活动的组织和
实施、 学生营养规划及膳食提供
服务、学生素质拓展服务、校园安
全辅助服务和校车服务、 全民终
身教育服务、 其他政府委托的教
育服务。

“社会组织要承接以上 １４ 类
教育服务项目， 必须符合一定的

门槛要求。 ”天津市财政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第一项要求是依
法设立，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
和监督制度完善， 应具有独立的
财务管理、 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
制度。 第二项要求是具备提供公
共服务所必需的设施、 人员和专
业技术的能力， 有依法缴纳税收
和社会保险的良好记录。 第三项
要求是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前 ３
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年检或资
质审查合格、 社会信誉和商业信
誉良好。 （新华社）

上海社团局：
组织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自查工作

� � 近日，上海市社团局下发
了《关于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
自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全市
各基金会组织开展公益项目
自查工作。

《通知》规定自查对象为
2016 年底前已注册登记的基
金会， 自查范围为 2016 年
度 公 益 项 目 执 行 情 况 和
2017 年度公益项目安排 。
自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无
以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销
售房产为 目 的 的 公 益 项
目；有无将捐赠人及其关联
方开发销售房产的购房者
作为补贴对象；有无授权房
地产开发企业使用基金会
名义为其开发销售房产进
行宣传； 有无类似借公益
之名开展商业促销的其他
活动。

《通知》 要求全市各基
金会要始终坚持公益慈善
宗旨，认真执行《慈善法》、
《基金会管理条例》 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并对照本
基金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
业务范围，积极开展自查自
纠。 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
利活动； 不得指定捐赠人的
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不
得资助以营利为目的开展
的活动；不得将本组织的名
称、公益项目品牌等应当用
于公益目的的无形资产用
于非公益目的； 不得直接
宣传、促销、销售企业的产
品和品牌； 不得为企业及
其产品提供信誉或者质量
担保。

同时，《通知》还要求各
基金会加强组织领导，做到
即知即改，全面整改。 通过
自查，进一步完善基金会内
部监督机制和公益项目管
理制度，确保基金会公益项
目运作规范。 此项工作将于
3 月底前完成，并随年检报
告反馈自查自纠信息。

（据上海市政府网站）

� � 2016 年 9 月 12 日，上海嘉定区“情牵四叶草”失独残疾人家庭
与“阳光工坊”项目学员共同开展了中秋融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