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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6-2020年）》印发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脱贫攻坚

413.5 万农村持证
贫困残疾人

据中国残联介绍， 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其中很多依然处
于贫困之中。 我国贫困残疾人脱
贫攻坚仍面临着人口数量多、贫
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脱贫
难度大等突出困难和问题。

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村
持证贫困残疾人仍有 413.5 万
人，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的
8%左右。

《计划》明确提出，要通过全
面落实农村低保等社会救助政
策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等保障制度兜
底脱贫一批。

通过减少贫困残疾人医疗
康复费用刚性支出并改善其身
心功能状况缓解一批。

通过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推动贫
困残疾人家庭住房安全解困一
批。

通过加大职业教育和实用
技术培训力度赋能一批。 通过产
业带动、资产收益折股量化等多
种方式帮带一批。

通过深入开展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助残扶贫行动结对
帮扶一批。

通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贫困残疾人扶贫帮助一批。

实施十项重点行动

《计划》提出开展十项重点
行动：

1、 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行
动。 组织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结对帮扶建档立卡残疾人
贫困户，确保每一个建档立卡残
疾人贫困户都有帮扶人、帮扶措
施、帮扶资金。 发挥驻村工作队、
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的指导
带动作用。

2、 残疾人精准康复扶贫行
动。 结合健康扶贫、村（社区）医
生签约服务和康复辅助器具适
配下乡入户等工作，推动实现有
需求的残疾人享有基本康复服
务。

3、 残疾青壮年文盲扫盲行
动。 依托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
术培训项目，对 15~50 岁有意愿
的贫困残疾人文盲开展扫盲工
作，着力加强教育脱贫，提高他
们学习文化技能和参加生产劳
动的能力。

4、产业扶持助残扶贫行动。
通过实用技术培训等方式，为贫
困残疾人提供产业技能培训，利
用康复扶贫贴息贷款等方式，为

贫困残疾人提供资金支持，扶持
残疾人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种
养业和手工业，支持新型经营主
体帮带贫困残疾人从事产业项
目增收脱贫。

5、光伏助残扶贫行动。 利用
多种方式筹措资金为贫困残疾
人家庭建造光伏设施，或集中建
设后以折股量化的形式配发给
残疾人贫困户，优先保障丧失劳
动能力的贫困残疾人获得资产
收益。

6、电商助残扶贫行动。 依托
国家电商扶贫相关政策和有利
环境，借助知名电商企业，为残
疾人提供电商培训，扶持有意愿
且有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电商创业，帮助贫困残疾人从
事与电商相关的增收项目。

7、 百村千户乡村旅游助残
扶贫行动。 依托旅游扶贫带动性
强、覆盖面广的独特优势，结合
中西部地区有旅游资源的贫困
村实际，扶持贫困残疾人家庭在
适当的岗位就业增收。

8、“妇女编织” 助残扶贫行
动。 通过实施开发就业岗位、开
展手工技能培训等措施，帮助有
就业能力和意愿的残疾妇女从
事手工编织与制作，帮扶残疾妇
女实现就业增收。

9、 阳光志愿者助残扶贫行
动。 发动各级共青团、青联、青年
志愿者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依托
现有扶贫和助残政策项目，针对
贫困残疾人开展日间照料、支教
助学、扫盲、康复服务、文体活
动、爱心捐赠、技能辅导培训、生
产服务、创业扶持等志愿扶助。

10、残疾人脱贫典型示范引
领行动。 遴选一批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残疾人脱贫典型，在各级各
类媒体广泛宣传，示范引领贫困
残疾人增强脱贫信心，自觉参与
到就业创业和劳动生产增收的
行动中。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为实现残疾人脱贫目标 ，
《计划》还提出了多项保障措施。

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残疾人脱贫攻坚：

积极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和
爱心人士参与贫困残疾人脱贫
攻坚。 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在人才智力扶贫上的
优势和作用。 充分发挥军队和武
警部队在参与残疾人脱贫攻坚
行动中的优势和作用。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专业
社会工作者参与残疾人脱贫攻
坚。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成立公

益基金会，设立慈善信托或者以
其他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支
持残疾人脱贫。

实施“妇女编织”助残扶贫
行动。 在实施阳光志愿者助残扶
贫行动中优先为残疾人贫困户
提供服务。

充分发挥残疾人专门协会
作用，动员残疾人企业家、残疾
人致富能人帮助带动残疾人贫
困户增收。

要构筑农村残疾人关爱服
务体系：

摸清农村残疾人底数，做好
信息管理。 加快推进残疾人康复

托养机构、服务设施、基本公共
文化、体育服务能力和人员队伍
建设。 在贫困地区优先落实残疾

人康复托养机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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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勇

《公益时报》记者从北京市朝
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简称

“自然之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
会”)获悉，此前因江苏常州毒地
案被判败诉的两家环保公益组织
在规定上诉期内向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3 月 1 日已获
立案，将择日开庭审理。

1 月 25 日，自然之友、绿发
会两家社会组织提起， 被媒体
称为常州“毒地”案的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一审当天在江苏省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原告两家社会组织败诉， 并承
担 189.18 万元诉讼费用。

2 月 7 日和 17 日， 自然之
友与绿发会方面分别向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面递交
了常州“毒地”案的上诉材料。 2
月 27 日，中国绿发会收到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三被上诉
人答辩状。

3 月 1 日，中国绿发会收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常州毒地
案受理上诉通知书和准予缓交
诉讼费用通知书。《公益时报》
记者从绿发会获得的一份由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准予缓交诉
讼费用通知书显示，“你系非盈
利性机构， 交纳诉讼费用确实
有困难为由， 向本院提出缓交

诉讼费用的申请。 ”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八
条、《诉讼费用缴纳办法》 第四
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准予你缓
交上诉费用。 ”

自然之友方面也表示，3 月
1 日当天收到了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受理该机构上诉申请的
通知书， 并准予自然之友提出
的缓交诉讼费申请。 同时，江苏
省高院也准予了自然之友提出
的缓交诉讼费申请。 （张明敏）

� � 为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行为，
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天
津市民政局将在全市推行统一
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 以后，
养老机构必须要依法依约依标
准进行服务。此举也将带动全市
养老机构提升服务水平。

《养老机构服务合同》对现
实中经常发生的老人与养老机
构之间容易产生分歧的“热点
问题”，都做了约定。 例如要求
养老机构保证从事医疗、康复、

社会工作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
员， 持有关部门颁发的专业技
术等级证书上岗， 保证养老护
理人员接受专业技能培训，能
够满足岗位职责要求； 入住老
人有权了解提供服务的人员是
否经过专业培训， 是否具备相
应资质， 有权要求甲方更换未
经专业培训或不具备相应资质
或提供服务不合格的人员。

另外， 养老机构应为老人
组织定期体检，建立个人档案。

保存其入住登记表、 体检报告
等健康资料及日常经费开支情
况等个人信息， 建立各类信息
资料档案的保管和使用制度，
除向老人及其监护人和其他有
权部门提供查阅、允许复制外，
不得对外透露。 同时，对老人入
住养老机构期间突发疾病或者
身体伤害事故等的救治、 医药
费问题， 以及老人在养老机构
内去世涉及的善后处理， 进行
了详细约定。 （据民政部网站）

2 月底， 落户深圳的全国
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正式
启用，来自深圳全市各类社会
组织的 90 多位负责人参加启
动开班仪式并接受了首期培
训。 去年 4 月，国家民政部下
发《关于遴选社会组织教育培
训基地的通知》，共有 29 个省
区市推荐的 145 家单位参选，

经过层层评选，深圳市社会组
织总会作为唯一的一家社会
组织最终成为 19 家首批入选
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
单位之一， 并于去年 11 月完
成签约和授牌。

启动仪式后， 福田区社会
建设培训项目“优秀秘书长实
战训练营”和“社会组织互联发

展促进计划”开启，这是全国社
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的首个培
训课程。 首批 35 位授课老师包
括著名企业家王石、马蔚华，著
名经济学家樊纲， 以及各领域
的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和长期
工作在社会组织一线的会长、
秘书长等。

（据《深圳特区报》）

深圳：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基地正式启用

天津：统一养老机构服务合同

近日，中国残联等 26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6-2020年)》。 《计划》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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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提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脱贫攻坚。

� � 海口市村民王承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是智力残疾人， 当地残
联通过帮助其购买山羊进行饲养改善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