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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残疾人政策进步指数报告》发布：

东部地区持续引领，中西部差距缩小 ■ 本报记者 李庆

� � 2017 年是我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残
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颁布
实施，《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施
行， 残疾人法规制度进一步健
全。 这一年里，在政府和社会力
量的共同努力下，各地残疾人康
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扶贫
开发、宣传文化、体育、维权、组
织建设、服务设施、信息化建设
工作均显著进步。 以残疾人康复
工作为例，2017 年， 全国共有
854.7 万残疾儿童及持证残疾人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 与 2016 年
相比， 增幅高达 205.36%； 共有
244.4 万残疾人得到各类辅助器
具适配服务， 相比 2016 年增幅
也达到 84.87%； 共有 8334 个残
疾人康复机构和 24.6 万在岗人
员，与 2016 年相比，也分别增长
6.06%和 10.31%。

2017 年也是我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落
实年份。 在这一年里，我国残疾
人政策继续呈现出不断创新、持
续优化的良好发展态势，具体表
现为中西部地区残疾人事业赶
超趋势持续加强、纳入医保支付
的康复服务项目和辅助器具数
量逐渐扩大、精准化特色产业扶
贫将成为各地重要举措、12 年及
以上免费教育全覆盖将成为各
地努力方向、残疾人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将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将
成为管理规范化和服务专业化
建设重点。

中国残疾人政策进步指数
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独立研发，旨在通过由政策
环境、康复服务、教育发展、支持
就业、社会保障、扶贫开发、文化

体育、权益维护、组织设施 9 个
二级指标以及 31 个三级指标构
成的指标体系对 2017 年全国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1 个省份
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做出评
价。 此报告是北师大中国公益研
究院第三次发布残疾人政策进
步指数，希望推动各地加大残疾
人政策实施和创新力度，促进残
疾人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助力
2020 年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上海、 浙江等省份残疾人
政策领跑全国

2017 年中国残疾人政策进
步指数排名前 10 名的省份依次
是上海、浙江、河北、北京、青海、
云南、甘肃、山西、江苏、山东。 从
地区分布来看， 东部地区占 6
席，分别是上海、浙江、河北、北
京、 江苏、 山东； 中部地区占 1
席，为山西；西部地区占 3 席，分
别是青海、云南、甘肃；东北地区
没有省份入围。

上海在康复服务、 文化体
育、组织设施三个板块排名全国
首位。 其中，在康复服务方面，上
海每万名残疾人口拥有康复机
构数（21.008 个/万人）和每万名
残疾人口拥有专业康复人员数
（175.487 人）， 两项都是全国最
高；在文化体育方面，上海的县
级公共图书馆盲文及盲人有声
读物图书室覆盖率为全国最高；
在组织设施方面，上海的社区残
疾人组织覆盖率达到 47.252%，
同样位居全国首位。

浙江在社会保障、扶贫开发
两个板块排名领衔全国。 从单项
二级指标来看，浙江在残疾人社

会保障、扶贫开发两个板块的排
名均为第 1， 在全国领先优势明
显。 其中，在社会保障方面，浙江
每万名残疾人口托养人数是
2672.95 人，位列第 1，每万名残
疾人口拥有托养服务机构数是
9.426 个/万人，位列第 2；在扶贫
开发方面，浙江持证残疾人口省
级 扶 贫 资 金 平 均 投 入 水 平
（72.301 元/人）、每万名残疾人口
拥有扶贫基地数（8.832 个/万人）
都为全国最高。

河北在政策环境、 支持就
业、扶贫开发等四个板块跻身前
五。 北京政策环境建设全国领
先。 青海位列教育发展板块第
一。 云南排名支持就业板块榜
首。 甘肃领衔全国残疾人权益维
护事业发展。 山西在康复服务、
支持就业两个板块评分相对突
出。 江苏在支持就业、社会保障、
扶贫开发等四个板块跻身前十。
山东在政策环境、康复服务两个
板块进入前五。

部分省份单项指标突出

在康复服务方面， 全国进
展相对均衡。 从二级指标康复
服务的省份排名来看，上海、山
东、内蒙古、山西、湖南、辽宁、
吉林、重庆、浙江、青海位列前
十。 在教育发展方面，青海、北
京、宁夏、新疆、云南、内蒙古、
天津、甘肃、西藏、吉林位列前
十。 西部地区优势明显，其余各
区相对薄弱。 在支持就业方面，
全国进展均衡， 云南等西部省
份亮点突出。 在社会保障方面，
浙江 、黑龙江 、青海 、江苏 、宁
夏、广东、北京、上海、河北、海
南位列前十。 在扶贫开发方面，
东部地区突出， 天津等四省份

两次进入前五。 在文化体育方
面，上海、海南、重庆、辽宁、吉
林、陕西、福建、浙江、北京、宁
夏位列前十。 东部、西部、东北、
中部地区发展水平依次递减。在
权益维护方面，东西部地区发展
近乎均衡，甘肃、河北、天津、江
西、青海、广东、上海、重庆、广
西、浙江依次位列前十。 东西部
地区几乎持平，且发展情况领先
于其它地区。 在组织设施方面，
北京、上海表现最为突出。 东部
地区发展情况良好，领跑全国。

六年指数变化呈现三大特点

特点一：东部地区持续引领
东西部地区持续引领全国，

四省份连续六年进入前十 。
2012—2017 年， 全国共有 19 个
省份曾经进入中国残疾人政策
进步指数排行榜的前十名。 其
中，东部地区有 9 个，中部地区
有 2 个，西部地区有 7 个，东北
地区有 1 个。 这些省份中，北京、
上海、江苏、浙江连续六年进入
前十名；天津连续五年进入前十
名（2012—2016 年），甘肃也有五
年进入前十名（仅 2015 年例外，
但也排到了第 14 位）； 山东
（2012—2014 年和 2017 年）和青
海（2012—2013 年和 2016—2017
年）各有 4 年进入前十名；广东
（2012—2014 年）和山西（2015—
2017 年） 各有 3 年进入前十名；
河北、福建、重庆各有 2 年进入
前十名；江西、内蒙古、广西、云
南、陕西、辽宁各有 1 年进入前
十名。 东部地区领先优势明显。

特点二： 省份排名有波动 ，
起伏大的省份较为分散

对比 2012—2017 年排名结

果显示 ，河北、山东 、广东 、江
西、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
陕西九个省份曾发生 15 名及
以上的位次变化， 发生最多的
有两次（分别是 2015—2016 年
和 2016—2017 年 的 河 北 、
2014—2015 年 和 2015—2016
年的重庆）。 按照发生 10 位以
上变动的省份统计，有河北、福
建、山东、广东、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陕西、青海、
宁夏、辽宁 18 个省份，发生次
数 最 多 的 有 三 次 （分 别 是
2014—2017 年的河北和山东）。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前十名连
续六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北
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甘
肃都做到了至少五年进入。

特点三：中西部差距缩小
报告指出，指数排名与经济

水平并不对应，中西部地区力争
上游。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2017
年全国各省份残疾人政策进步
指数排名与人均 GDP 水平并不
完全对应，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
部地区在力争上游。 具体而言，
进步指数高于人均 GDP 排名的
省份有 12 个，其中，高出 20 位
以上的省份有 2 个，分别是云南
和甘肃 ， 均超出 24 位 ； 高出
10—20 位的省份有 4 个， 依次
是山西（19 位）、青海（18 位）、河
北（15 位）、安徽（12 位）；高出
6—9 位的省份有 1 个， 是广西
（8 位）； 高出 1-5 位的省份有 5
个，依次是宁夏（4 位）、浙江（3
位）、新疆（2 位）、上海（1 位）、贵
州（1 位）。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
到，这 12 个省份中仅有河北、浙
江、上海属于东部，其余全部位
于中部或者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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