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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年》白皮书发布

我国残疾人福利体系初步建立
� � 7 月 25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
表《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
人权益保障 70 年》白皮书。 白皮
书全文约 1.9万字，包括残疾人事
业发展历程、 残疾人权益保障机
制、健康与康复、特殊教育与融合
教育、就业与创业、对外交流与国
际合作等章节， 系统介绍了我国
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

白皮书指出，中国有 8500 万
残疾人，是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
的国家。 国务院残工委副主任、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谈道，改革
开放以来, 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发
展残疾人事业、改善残疾人状况
的重大举措, 残疾人事业由以救
济为主的社会福利工作, 逐步发
展成为包括康复、教育、就业、扶
贫、社会保障、维权、文化、体育、
无障碍环境建设、残疾预防等领
域的综合性社会事业。

例如，在教育方面，白皮书
指出，我国残疾人教育体系日趋
完备。 中国残疾人教育以教育部
门为办学主体，民政、残联和社
会力量辅助， 涵盖学前教育、初
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
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
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 统筹推
进，普特结合。

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 2018
年 3 月， 全国共有 904.4 万残疾
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595.2
万重度残疾人中有 576 万人得
到了政府参保补助，代缴养老保
险费比例达到 96.8%；另有 298.4
万非重度残疾人享受全额或部
分代缴养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

在就业方面， 白皮书指出，
近十年来，中国残疾人就业总体
规模与结构趋于稳定，新增残疾
人就业人数每年保持在 30 万人
以上。 截至 2018 年，城乡持证残
疾人就业人数达到 948.4 万人。

残疾人教育体系日趋完备

白皮书指出，我国残疾人教
育体系日趋完善。 中国保障残疾
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颁布并修
订《残疾人教育条例》，将残疾人

教育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规划》；制定实施两期《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 着力办好特殊
教育，努力发展融合教育，提高
残疾人受教育水平。

中国残疾人教育以教育部
门为办学主体，民政、残联和社
会力量辅助， 涵盖学前教育、初
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
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
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 统筹推
进，普特结合。 建立起从幼儿园
到高等院校的残疾儿童和残疾
学生资助体系， 自 2016 年秋季
学期起，免除普通高中家庭经济
困难残疾学生学杂费，从而实现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从小学
到高中阶段的 12 年免费教育。

白皮书指出，我国残疾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显著提
高。 各地按照“全覆盖、零拒绝”
的要求，通过提高特殊教育学校
招生能力、扩大普通学校残疾学
生随班就读规模及送教上门等
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适龄
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 特殊教育在校生数量逐年
大幅度上升，视力、听力、智力等
各种类别的残疾儿童少年受教
育机会明显增加。 2018 年，在校
生 66.6 万人， 比 2013 年增加
29.8 万人，增长 81%。

同时，融合教育越来越得到
重视。 2017 年，融合教育首次写
进《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和《第二期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
等文件均提出全面推进融合教
育。 各地不断完善随班就读支持
保障体系，加强普通学校特殊教
育资源教室建设，配备专兼职教
师，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
规模不断扩大。 在普通学校就读
的残疾学生数由 2013 年的 19.1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33.2 万
人，增长 73.8%。 近 10 年来，残疾
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均
超过 50%。

残疾人就业方式丰富多样

白皮书提到， 近十年来，中
国残疾人就业总体规模与结构
趋于稳定，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
每年保持在 30 万人以上。 2018
年， 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
36.7 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就业
11.8 万人，农村新增就业 24.9 万
人。 截至 2018 年，城乡持证残疾
人就业人数达到 948.4 万人。

近年来， 政府优化公益性就
业岗位开发管理，鼓励“互联网+”
就业。制定《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的意见》，针对就业年龄段
内有就业意愿但难以进入竞争性
劳动力市场的智力、 精神和重度
肢体残疾人，安排辅助性就业，集
中组织生产劳动，在劳动时间、劳
动强度、 劳动报酬和劳动协议签
订等方面采取灵活方式。

截至 2017 年，全国所有市辖
区至少建立了一所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机构。 通过优惠措施帮助农
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
工业等生产劳动，实现就业创业。

2011 年以来， 中国扶持近
1300 万残疾人发展生产， 其中
676 万贫困残疾人摆脱贫困。 各
地建立残疾人扶贫基地 5490
个， 安置 88.1 万残疾人就业，扶
持带动 176.9 万户残疾人家庭增
加收入。

截至 2018 年，全国共有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 2811 家， 工作
人员 3.4 万人。 实施残疾人职业
技能提升计划，开展适合残疾人
特点的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组
织各类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提
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 2018
年，城乡新增残疾人实名制培训
49.4 万人。 建立了 500 家国家级
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350 家省
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不断
完善

白皮书提到，按照“普惠+特

惠”的原则，通过完善社会救助
制度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存权
利。 同时，依法对贫困残疾人、重
度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给予重
点救助，综合采取措施保障其基
本生活。 截至 2018 年 3 月，全国
共有 904.4 万残疾人享受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落实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制度的意见》，将近 90 万残疾人
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白皮书指出，我国残疾人福
利体系初步建立。 建立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 2018 年，受益残疾人
超过 2190 万人次， 发放补贴超
过 230 亿元。 大力发展托养服
务， 残疾人托养设施逐年增加。
截至 2018 年， 全国共有已竣工
托养设施 791 个， 总建筑面积
214.8 万平方米， 共有残疾人托
养机构 8435 个， 为 22.3 万残疾
人提供托养服务，有 88.8 万残疾
人接受了居家服务。

十八大以来，政府将贫困残
疾人脱贫纳入国家脱贫攻坚战
略布局，并作为脱贫攻坚重要内
容，在制度设计、政策安排、项目
实施上给予支持。中共中央、国务
院 2018年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专门
部署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 确保
到 2020 年贫困残疾人同全国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2011 年至 2018 年， 中央财
政累计安排康复扶贫贴息贷款
53 亿元，35 万贫困残疾人受益。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政府将
600 多万残疾人纳入贫困户建档
立卡范围，截至 2018 年，建档立
卡贫困残疾人人数已减少到
169.8 万。

无障碍环境建设形成规范
体系

白皮书指出，中国重视无障
碍环境建设与辅助器具供应和
适配服务，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自 1989 年《方便残疾人使用
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
（试行）》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相
继制定了《无障碍设计规范》《无
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
等国家标准；发布实施《城市公
共交通设施无障碍设计指南》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9
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等国家
标准。

十八大以来，无障碍环境建
设立法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和
政策措施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
截至 2018 年，全国省、地（市）、县
共制定无障碍环境与管理的法
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475 部。

同时，截至 2018 年，全国所
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
市都开展了创建全国无障碍建
设城市的工作，开展无障碍建设
的市、县达到 1702 个；全国村（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中已有 75%的
出入口、40%的服务柜台、30%的
厕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
政府加快了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进度，2016 年至 2018 年共
有 298.6 万户残疾人家庭得到无
障碍改造。

此外，我国信息无障碍建设
步伐加快。 制定关于信息无障碍
的国家技术标准，推动政务和公
共服务网站的信息无障碍建设。
加强信息无障碍标准体系建设，
发布多个国家及行业标准，为残
疾人便利使用信息通信设备、获
取互联网信息、操纵辅助装置等
提供有效标准支撑。 推进中国政
务网站信息无障碍建设。 截至
2018 年，500 多家政府单位完成
了信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3 万多个政务和公共服务网
站实现了无障碍服务。

白皮书最后指出，残疾人是
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全社
会给予充分的尊重、 关心和帮
助。 目前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仍
然不平衡、不充分，滞后于全国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 充分保
障残疾人平等权益，全面促进残
疾人融合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 � 7 月 2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 年》白皮书，并举行
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 � 《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 年》白皮书中英文
版（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