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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2018）》发布

十八大以来残疾人累计实际脱贫 539.2万人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 � 2018 年 12 月 27 日，南京特
殊教育师范学院与社科文献出
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了《残疾人
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
告（2018）》。 以官方发布残疾人
事业相关数据为基础，对中国残
疾人事业发展数据进行整理和
分析，形成了对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全面系统
地展现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水平。 通过构建残疾人事业发展
指数，测算全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水平，勾画全国 31 个省（区、市）
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地图，提出
了残疾人事业统筹协调发展的
对策建议，对推进中国各地区残
疾人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
和指导作用。

十八大以来
脱贫 539.2 万残疾人

2016 年中国残联、国务院扶
贫办等 26 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
定的《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
计划（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 稳定实现贫困残疾人
及其家庭不愁吃、不愁穿，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
障，基本康复服务、家庭无障碍
改造覆盖面有效扩大。 确保现
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如期 实 现 脱贫 ”。 2016 年 和
2017 年，各省、市、自治区制定
了地方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
动计划。

借助就业扶持、 产业扶贫、
健康扶贫、 照料护理等扶贫项
目，残疾人精准扶贫工作效果进
一步提升。 从扶持效果来看，十
八大以来累计实际脱贫残疾人
数 539.2 万人， 返贫人数逐年减
少， 累计培训残疾人数 377.1 万
人，年度培训投入经费都在 2 亿
元以上。 从扶贫资金与残疾人扶
贫贷款来看，2013~2016 年，省级
财政投入扶贫资金累计 12.1 亿
元，社会募集扶贫资金累计 0.76
亿元， 扶贫贷款实际落实累计
33.7 亿，项目贷款扶持贫困残疾
人数累计 7.1 万人。 从社会帮扶
与残疾人扶贫基地建设来看，结
对帮扶受益残疾人数年均在 40
万左右，2017 年残疾人扶贫基地
近 6700 个，2013~2017 年共安置
60 余万残疾人就业增收。从危房

改造情况看，2013~2017 年累计
投入资金 44.9 亿元， 累计完成
44.5 万户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
2013~2016 年累计有 44.2 万贫困
残疾人受益。

845 万残疾人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

报告指出，2017 年是中国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残疾
人事业发展成效显著 。 根据
《2017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数据，有 854.7 万名残疾
儿童及持证残疾人得到基本康
复服务。 全年共为 244.4 万人次
的残疾人提供各类辅助器具适
配服务，比 2016 年 132.2 万人次
增加了 112.2 万人次。

报告数据显示，残疾人事业
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全
国 1.9 万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
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
供资助，比 2016 年增加了 0.5 万
人次。 各地对 2971 名残疾儿童
给予学前教育资助， 比 2016 年
增加了 364 人；全国城乡持证残
疾人就业人数为 942.1 万人，比
2016 年（896.1 万）增加 46 万人。
2017 年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
业 35.5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 4.3
万人。 其中，城镇新增就业 13.1
万人，比 2016 年(9.3 万)增加 3.8
万人， 农村新增就业 22.4 万人，
比 2016 年（21.9 万）增加 0.5 万
人；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
养老保险人数 2614.7 万，比 2016
年 增 加 244.1 万 人 ， 年 增 长
10.3%。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
步推进， 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
7923 个， 比 2016 年增加 1183
个，年增长 17.55%。 有 23.1 万残
疾人接受了托养服务， 比 2016
年增加了 2.7 万人。

残疾人就业状况不断改善

自 2007 年我国《残疾人就业
条例》颁布以来，我国残疾人就
业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残疾人
就业空间不断扩大，比例逐渐提
升，收入明显改善，政府和社会
对残疾人就业的理念和态度不
断优化。 自 2016 年起，中国残疾
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开始发布
持证残疾人就业相关数据，这是

残疾人就业统计的一个重要改
变。 以持证残疾人为统计对象的
就业数据更加真实、可靠并可追
踪和进行综合分析。

就业总量方面，2016 年全国
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896.1 万
人 ；2017 年为 942.1 万人。 与
2016 年相比，持证残疾人就业总
数 增 加 了 46 万 人 ， 增 长 了
5.13%，同时持证残疾人总数增加
了 184.6 万人， 增长了 5.73%，可
以判断，残疾人就业状况并没有
太大变化，基本持平。 从就业率
看，2016 年残疾人就业率只相当
于健全人就业率的 62%左右，这
说明残疾人就业的困难局面，是
需要政府和全社会都积极关心
和帮助的重点问题。

就业形式方面，按比例就业
2016 年为 66.9 万人，2017 年为
72.7 万人，增长 8.67%；集中就业
2016 年为 29.3 万人，2017 年为
30.2 万人，增长 3.07%；个体就业
2016 年为 63.9 万人，2017 年为
70.6 万人，增长 10.49%；公益性
岗位就业 2016 年为 7.9 万人，
2017 年 为 9.0 万 人 ， 增 长
13.92%； 辅助性就业 2016 年为
13.9 万人，2017 年为 14.4 万人，
增长 3.60%；农业种养加 2016 年
为 451.3 万人，2017 年为 472.5
万人，增长 4.70%。 从各种就业形
式所占比重而言，2016 年和 2017
年没有太大变化，农业种养加的
比例都是最大， 占到了 50%以
上，这是农村残疾人所占比重较
大产生的直接结果。

就业增量方面，2016 年全国
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为 31.2 万
人，2017 年为 35.5 万人， 增长
13.78%，增长速度较快。其中城镇
新增就业 2016 年为 9.3 万人，
2017 年 为 13.1 万 人 ， 增 长
40.86%；农村新增就业 2016 年为
21.9 万人，2017 年为 22.4 万人，
增长 2.28%。

残疾人体育事业走向世界

中国残联、各省区市残联相
继依托“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
奥日”“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
人日” 等残疾人节日和时间节

点，在社区、特教学校、机构大力
组织和开展诸如残疾人轮椅大
步走、 肢残人轮椅马拉松健身
赛、轮椅广播健身操比赛、残疾
人冰雪体验、康复体育进家庭等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便捷、适宜
的残疾人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
从而提高残疾人的身体素质和
健康水平。 通过竞赛、展示等活
动加大残疾人参与力度，扩大残
疾人群众性体育覆盖面和参与
率，促进残疾人群众体育工作走
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发展。 依照不
同类别残疾人健身需求，推广轮
椅广播操、轮椅柔力球、轮椅太
极拳、轮椅哑铃操等适合残疾人
身心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 通过

“家庭关爱计划” 加大体育扶贫
力度， 将康复健身体育器材、指
导方法和服务送进重度且不易
出户的残疾人家庭。 2015 年成功
申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中国
残联积极落实《冬季残奥项目振
兴计划》， 先后成功举办全国残
疾人高山滑雪、单板滑雪、残奥
冰球和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实现
中国冬季残奥会项目全覆盖。

在全面开展残疾人群众体
育工作的同时，残疾运动健儿不
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发挥为国
争光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精神。
2016 年，中国派出了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一支参加境外残奥会
的代表团，308 名运动员一共参
加了里约残奥会 17 个大项的
角逐，187 名运动员在 13 个大
项中获得奖牌， 中国代表团获
得金牌和奖牌数第一。2017 年，
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土耳其举
办的第 23 届听障奥运会，获得
14 枚金牌，名列奖牌榜第五，取
得了中国参加听障奥运会以来
的最好成绩。 在本届听障奥运
会上， 女子聋人自行车选手斩
获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该项目
比赛的一枚宝贵的金牌。 2017
年举办了 23 项全国残疾人体
育赛事，共有 3500 多名运动员
参赛，承办 7 项国际赛事，残疾
人运动员先后在 11 项国际赛
事中获得 160 个世界冠军，并派
团参加了奥地利第 11 届世界冬
季特奥会。

残疾人事业
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2017年是中国特色残疾人事
业建设进入新时期的关键一年。党
和政府高度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残疾人事业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组成部分，残疾人社会政策
日益完善和精准，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支撑条件不断健全和完善，残疾
人事业发展效果明显。

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呈现稳
步上升的态势， 残疾人事业发展
指数由 2006 年 39.7 上升到 2016
年的 68.4，提高 28.7个百分点，但
总体发展水平还较低。 残疾人生
存保障指数 2006~2016 年间，由
35.3上升到 71.2， 提升 35.9 个百
分点，提升幅度较大，但整体发展
水平还偏低。 残疾人发展提升指
数由 2006 年的 48.9 提升到 2016
年的 63.6，提升 14.7个百分点，相
对于残疾人生存保障指数， 其发
展速度相对较慢。 残疾人服务支
撑由 2006 年的 34.2 提升到 2016
年的 70.3，提高 36.1个百分点，服
务支撑水平提升速度相对较快。

报告指出， 虽然我国残疾人
事业发展总体状况向好， 但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歧视残疾人
的社会环境仍然较为严峻， 管理
体制的条块分割影响残疾人事业
发展， 缺乏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
参与残疾人事业的政策体系，残
疾人事业法律的有效供给不足，
执行力不强， 残疾人事业政策的
普惠程度不高， 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为了推进我国残疾人事业
不断发展，报告提出以下对策建
议：不断完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
展的顶层设计框架，明确和强化
各级政府在残疾人事业中的具
体责任，加强领导和统筹，推进
地方政府落实残疾人基本公共
服务，建立残疾人事业投入与财
政收入水平同比例增长机制，加
快推进残疾人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强残疾人权利的落实和监督，
完善以家庭为特征的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宣
传教育，树立现代残疾人观念。

� � 2015~2016 年各地区残疾人事业综合发展指数对比分析（图片
来自本报告）

2006~2016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指数（图片来自本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