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1、扶持残疾人就业，落实优
惠政策措施

2、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
疾康复服务

3、精准扶贫残疾人，共圆美
丽中国梦

4、加强残疾人服务，保障残
疾人权益

5、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6、加强残疾预防，健康助力

小康

7、残健共融，互助友爱
8、 扶残助残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9、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助

力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10、 倡导扶残助残良好风

尚，营造文明进步社会环境
11、关注残疾人民生 ，关心

残疾人生活
12、 关爱残疾妇女儿童 共

创美好幸福未来

教育部：从未授权开展“全国百强中学”等评选活动

� � 针对近期有机构发布“全国
百强中学”“2018 中国最具影响
力中小学百强榜”等榜单，教育部
5 月 9 日发布声明称， 从未授权
任何组织或机构开展面向全国中
小学校的此类评选排名活动。

声明称， 教育评价具有重要

导向作用， 科学规范公正的教育
评价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
途径。但是，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
些粗制滥造、 弄虚作假的教育评
价，标准不科学、操作不规范、过
程不公开， 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
学校真实状况， 严重干扰了学校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教育部在声明中提醒全国各

中小学校， 切勿参与此类评选排
名活动。针对此类评选排名活动，
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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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

第 29次全国助残日聚焦扶贫工作

山东：优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 �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29 次全
国助残日。 5 月 9 日，中国残联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年助残日
活动主题为“自强脱贫 助残共
享”， 倡导各地各部门总结宣传
残疾人脱贫攻坚和扶残助残，特
别是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方面
的创新举措、成功经验。

据中国残联宣文部主任郭
利群介绍，2018 年我国残疾人基
本民生和公共服务取得新进展，
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数量
减少 100 多万；义务教育阶段残
疾在校生达 66.6 万人， 比 2017
年增加 8.7 万人； 新增 11.8 万城
镇残疾人就业，为 49.4 万名残疾
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中国残联教就部副主任、扶
贫办主任解宏德就贫困残疾人
脱贫攻坚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2018 年， 贫困残疾人数量由 281
万减少到 169.8 万，58.8 万有劳
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残疾人通
过实用技术培训掌握了 1 门以
上的劳动技能，为 11.3 万贫困残
疾人家庭进行了危房改造，1.3
万贫困残疾人享受到康复扶贫
贴息贷款支持，残疾人“两项补
贴” 惠及 2000 多万名残疾人家
庭，近 900 万残疾人纳入低保范
围，为 110 多万残疾人家庭进行
了无障碍改造。

国务院残工委会同 11 部门
下发的《关于开展第二十九次全
国助残日活动的通知》 强调，要
总结残疾人脱贫攻坚和扶残助
残特别是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
方面的创新举措、 成功经验，在
助残日前后集中开展扶残助残
和社会宣传活动。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围绕

深入实施“三区三州”健康扶贫
攻坚行动设计开展活动，帮助提
高贫困残疾人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 发挥部门及系统的优势，积
极推进残疾人特别是贫困残疾
人家庭医生签约，做好残疾人基
本医疗卫生和相关康复服务。 做
好残疾预防宣传教育，开展切实
有效的示范引领活动，普及残疾
预防知识，防止因病致残致贫。

各地民政、残联、住房城乡
建设、扶贫、医疗保障等部门要
围绕改善残疾人民生设计开展
活动。 加大对残疾人救助力度，
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深入了
解残疾人在基本住房方面的困
难，研究提出特殊帮扶措施，对
贫困残疾人危房户落实农村危
房改造政策。 推进农村无障碍
环境建设， 进一步满足农村残
疾人、 老年人对基本公共服务
的需求。 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
体系建设，扩大受益面，着力解
决建档立卡贫困重度残疾人的
照料护理难题。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残
联等部门要围绕促进残疾人就
业创业设计开展活动。 走进用人
单位和残疾人中，集中开展残疾
人就业状况调研，依法大力推进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 推动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加强职业指
导，组织职业培训，落实税收优
惠政策，搭建残疾人集中就业单
位产品和服务展销平台。 多渠道
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
业， 完善对残疾人自主创业、灵
活就业的扶持政策。

各地教育部门要围绕依法
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以扶智

助力扶贫设计开展活动。 走进特
教学校和残疾儿童少年家庭，了
解和研究就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巩固提高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
及水平，一人一案逐一解决实名
登记的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
年，特别是贫困重度残疾儿童少
年就学问题。

各地工会、共青团、妇联要
采用送温暖、困难帮扶、青年志
愿者助残阳光行动、 助残脱盲、
手拉手红领巾助残等多种形式，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结合自身
特点开展志愿助残活动，动员全
社会扶残助残，帮助改善贫困残
疾人的生活条件，活跃基层残疾
人文化生活，展示残疾人乐观向
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各地要邀请党委、 人大、政
府、政协以及军队负责同志在全
国助残日期间，走访关爱残疾人
家庭、福利院、残疾人康复机构、

特教学校、康复托养机构、扶贫
车间、福利企业，勉励残疾人自
强自立， 号召全社会爱心助残，
切实帮助残疾人解决实际问题。

1990 年 12 月 28 日审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规定：“每年五月第三个星
期日，为全国助残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从
1991 年 5 月 15 日开始实施，“全
国助残日” 活动即从 1991 年开
始进行。

� � 山东省民政厅近日公布《优
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服务的若干
意见（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提出， 对社区居
民举办、在社区活动、群众互助服
务性质的社区社会组织， 达不到
登记条件的，由街道（乡镇）或社
区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指导开展活动， 鼓励支持其在社
区治理和服务居民中发挥积极作
用， 登记管理机关不再对其实行
备案管理。

“到 2020 年，全省力争实现

每个城市社区平均不少于 10 个
社区社会组织， 每个农村社区平
均不少于 5 个社区社会组织。 取
消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管理，
有助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
展和壮大。”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副
局长姬升峰说。

调整经济结构迫切需要企业
转型升级。 行业协会商会是同行
企业自己的组织， 在引导参与企
业转型升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聚焦异地商会登记的痛点、堵
点、难点，征求意见稿明确，进一

步扩大市、 县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登记范围， 可以登记本设区
的市以外的省内市、县异地商会。
异地商会会员可以是原籍地的自
然人或法人在注册登记地投资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单
位， 也可以是户籍曾为原籍地的
自然人在注册登记地投资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单位。 异
地商会发起单位主要出资人和法
定代表人， 不再受原籍地公安部
门颁发的身份证限制。

（据齐鲁网）

� � 近日，《上海市社会团体
分类规定》正式印发，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按照社团的性质和任务，
上海市社团分为学术性、行业
性、专业性、联合性四类。

（一）学术性社团主要是
指专家、学者、科研工作者和
相关科研机构自愿加入，为促
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的普
及， 促进人才的成长和进步，
促进科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结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开
展工作的社团组织。

（二）行业性社团主要是
指由同业企业以及其他经济
组织自愿组成、实行行业服务
和自律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
团体。 其主要功能是为会员单
位提供服务、反映需求，维护
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制定行
业标准，进行行业统计，开展

行业培训， 加强行业协调，促
进行业自律；承接政府转移的
职能，协助政府部门加强行业
管理。

（三）专业性社团主要是
指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自愿
加入，围绕相关领域的专业知
识开展活动， 发挥专业人员、
专业组织的专长为经济、社会
服务的社团组织。 其主要功能
是为单位会员提供专业化的
服务，提高个人会员在科学技
术、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
育等方面的能力和技巧。

（四）联合性社团主要是
指相同或不同领域的法人组织
或个人为了横向交流而自愿组
成的联合体。 其主要功能是对
内联合法人组织或个人， 研究
产业政策、协调行业关系，促进
相关产业、 行业或个人的交流
和合作； 对外代表他们与其他
会员组织进行协商， 以维护其
利益和实现其诉求。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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