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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主题发布会举行

我国贫困残疾人已减至不到 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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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净减少 120万人

据解宏德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加大贫
困残疾人康复工程、 特殊教育、
技能培训、托养服务实施力度。

中办、国办《关于支持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
出“解决因残致贫问题”。《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专章部署开
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

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出
台了《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
计划（2016-2020 年）》《着力解决
因残致贫家庭突出困难的实施
方案》 和产业扶持助残扶贫、残
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残疾青壮年
文盲扫盲、电商助残扶贫、青年
志愿者阳光助残扶贫、助盲就业
脱贫等一系列的贫困残疾人专
项行动方案。

随着各项针对残疾人扶贫
政策措施不断落实落地，贫困残
疾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高，贫困
残疾人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
进展。

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以来，我国贫困残疾人的数量
从 700 多万减少到了 2019 年底
的近 50 万人，2019 年度净减少

120 万人。 贫困残疾人家庭通过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 残疾人
“两项补贴”等补贴政策，其家庭
收入稳步增加。 符合条件的贫困
残疾人家庭全部纳入了城乡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慢病保险和医
疗救助范围。

贫困残疾儿童少年通过随
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送教上
门等多种方式接受义务教育，在
高中、中专、大学就读的贫困残
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
得到了学费减免和教育资助；贫
困残疾人家庭居住环境显著改
善，住房安全有效保障，危房户
全部被纳入当地农村危房改造
范围。 贫困残疾人的自我脱贫自
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
贫困残疾人通过享受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电商扶贫等扶贫政
策，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劳动生产
中，实现了脱贫。

“残疾人不仅仅是全面小康
的受益者， 也是建设者和贡献
者。 我国每年新增城乡就业残疾
人 30 万左右， 就业的城乡持证
残疾人达到 948 万人。 ”中国残
联研究室副主任郭春宁强调。

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尽管我国在残疾人脱贫方
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贫
困残疾人脱贫工作仍然面临着
不少困难和挑战。

据解宏德介绍，目前，在未
脱贫的贫困户
中， 有近三分
之 一 的 家 庭
中有残疾人 ；
未 脱 贫 的 残
疾人大多数为
智力、精神、肢
体 重 度 残 疾
人。 贫困残疾
人仍是脱贫攻
坚 最 难 啃 的
“硬骨头 ”，主
要表现在：

一是未脱
贫的贫困残疾
人 脱 贫 难 度
大， 返贫风险
高。 其中大多
数家庭主要生
活来源靠低保
和残疾人“两
项补贴”收入，
再加上看病康
复支出大，脱
贫难度大，即
使脱贫后返贫

风险也大。
二是解决贫困重度残疾人

照护服务的工作难度大。 民政部
等五部门已经印发了关于做好
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
的通知， 并召开了会议进行推
进， 但基层的资金保障不足，整
体推进慢，受益的残疾人有限。

三是农村现有公共服务供
给难以满足贫困残疾人家庭的
实际需求。 还有一些基层残疾人
组织建设不完善，难以为贫困残
疾人提供有效的服务和帮助，无
障碍环境建设仍然比较薄弱，制
约了贫困残疾人出行、参与社会
生活。

郭春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今年残疾人实现小康还存
在以下问题和困难：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目
前还有 48 多万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尚未脱贫，有返贫风险
和新发生贫困的残疾人也还有
相当比例。

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还比
较低， 就业状况还没有根本改
善，康复、教育、托养照护、文化
体育、无障碍等公共服务还不能
满足残疾人的需要，新冠肺炎疫
情也给残疾人特别是贫困残疾
人的生产生活带来新的困难等。

助残脱贫 决胜小康

据郭利群介绍，为了进一步
推动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
日前，中国残联与教育部、民政
部等 12 个相关部门共同出台了
《关于开展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
活动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残工
委成员单位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重要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聚焦残疾人
兜底保障、 就业、 医疗保障、康
复、教育等方面，努力降低新冠
肺炎疫情对贫困残疾人脱贫攻
坚的影响，有效有序推动各项精
准扶贫政策落实到位，以灵活方
式组织开展有针对性、有社会影
响力的活动。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实际，通
知要求， 助残日期间的活动多采
取线上、远程、减少直接接触等方
式， 对受疫情影响的残疾人及其

家庭，及时给予特别关心、特别关
爱， 做好疫情之后致残返贫残疾
人的帮扶工作， 巩固残疾人脱贫
成果;针对疫情对残疾人就业的影
响， 开展网上残疾人就业服务与
培训，稳定疫情后残疾人就业，加
大对疫情影响下残疾人自主创
业、灵活就业、居家就业、网络就
业的扶持力度;围绕普及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知识， 保障贫困残疾人
基本医疗需求和康复需求; 采取
有效措施做好受疫情影响的残疾
学生的教学安排， 解决未入学残
疾人儿童义务教育问题。

通知要求此次助残日活动要
充分考虑本地疫情形势， 在坚决
防控好疫情的前提下以灵活方式
开展活动， 如采取发放消费券等
方式对残疾人和有关机构进行慰
问， 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出现收
入减少、 缺乏监护或照料等困难
的残疾人，给予特别帮扶。

据郭利群介绍，围绕全国助
残日主题，将开展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活动。 此次助残日期间，中
国残联将举办全国自强与助残
脱贫事迹报告会、全国助残日三
十周年座谈会、“共享芬芳. 共铸
小康”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网络演
出等系列活动，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共同开展 2020 年农村贫
困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

此外，中国残联直属单位也
将围绕助残日主题组织开展活
动，中国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将
联合 58 同城、 智联招聘举行促
进残疾人就业主题活动，中国康
复研究中心将开展关爱孤独症
儿童系列活动。 中国残联还将参
与北京市“爱.享小康”、南京特殊
师范学院视频高峰论坛等各地
的助残日主题活动。

今年的主要工作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解宏德介绍了对于贫困残
疾人的脱贫攻坚的具体安排。

一是努力降低新冠肺炎疫
情对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的影
响。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
底保障工作的通知》精神，确保
贫困残疾人基本生活，帮助已在
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种养

基地等实体就业的贫困残疾人
做好个人防护，抓紧返岗就业。

二是推动各地全面做好贫
困残疾人的兜底保障工作。 进一
步核实贫困残疾人家庭在“两不
愁三保障”和安全饮水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落实好低保、医保、养
老保险、残疾人“两项补贴”、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保
障政策。

三是加大贫困重度残疾人
照护服务力度。 按照民政部等五
部门文件要求，加大贫困重度残
疾人照护服务工作力度，推动各
地研究制定贫困重度残疾人照
护服务工作配套政策，推广基层
典型经验。

四是加快推动贫困重度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对 2020
年有改造需求且未进行无障碍
改造的建档立卡贫困重度残疾
人家庭实现改造全覆盖。 研究建
立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长效工作机制。

五是协调推进资产收益扶
贫工作。 推动各地在开展资产收
益扶贫项目过程中优先将贫困
残疾人家庭纳入其中，让更多贫
困残疾人通过资产收益增加家
庭收入。

六是推动重点扶贫项目更
多惠及贫困残疾人。 推动各地在
开展资产收益扶贫项目过程中
优先将贫困残疾人家庭纳入其
中，让更多贫困残疾人通过资产
收益增加家庭收入。

七是着力改善贫困残疾人
康复服务状况。 推进残疾人精准
康复行动，为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和康复医
疗、训练等基本康复服务；在实
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中推动贫
困家庭残疾儿童“应救尽救”；推
进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保障贫
困残疾人按政策享受签约服务。

八是以有效措施巩固残疾
人脱贫成果。 持续抓好阳光助残
扶贫基地、电商助残扶贫、产业
助残扶贫、 残疾妇女手工编织、
助盲就业脱贫等能够持续带动
贫困残疾人家庭就业增收的扶
贫项目。 注重做好残疾人返贫的
帮扶工作，研究建立解决残疾人
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九是开展重点地区蹲点督
导。 由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分别带
队，对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数量
较多的省份开展蹲点督导，发现
问题，提出对策，并积极推动有
关方面解决。

十是配合做好脱贫攻坚普
查。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脱贫攻坚
普查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核实
政策落实情况。

十一是做好贫困残疾人脱贫
攻坚宣传总结。认真总结党的十八
大以来残疾人扶贫工作的成效和
经验做法，深入宣传我国残疾人脱
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成就。加大自强
脱贫和助残扶贫先进典型宣传力
度，激发残疾人脱贫内生动力。

发布会现场

宣传海报

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来，我国贫困残疾人的数量从 700
多万减少到了 2019 年底的近 50 万人，2019 年度净减少 120 万人。 ”

5月 7日，中国残联在京召开全国助残日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教就
部副主任、扶贫办主任解宏德在发布会上公布了上述数据。

今年 5月 17日是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据中国残联发言人、宣文部主
任郭利群介绍，本次助残日主题是“助残脱贫 决胜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