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

2018年 11月，住房城乡建设
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无障碍
环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做好无障碍环境建
设工作，力争到 2020 年实现无障
碍环境建设工作机制、 地方性法
规、规章、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
无障碍设施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无障碍环
境建设与维护的社会氛围不断增
强， 农村无障碍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目标，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民政部、中国残联、全
国老龄办决定组织开展无障碍环
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

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工业
和信息化、 通信管理、 民政、残
联、老龄等部门共同组织指导本
行政区域内市、县、镇（乡）、村全
面开展创建工作。 各市、县应建
立由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牵头，相
关部门参加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健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
工作机制，切实发挥组织、协调
作用， 落实创建工作机制保障、
技术支撑责任。 各市、县按照《创
建无障碍环境工作标准》 要求，
组织本地区全面开展创建工作，
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
制定创建工作方案，明确创建工
作目标，细化任务措施，广泛开
展宣传培训，切实推进无障碍环

境建设与改造。
新建道路、建筑物和相关设

施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要
求，实现城镇范围内道路、建筑
物和相关设施的无障碍建设全
覆盖。 不断加大农村无障碍环境
建设投入，进一步满足农村残疾
人、老年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
求，适应农村残疾人、老年人平
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需要。 政府机
关、公共服务场所要加强无障碍
环境改造。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等工作，统筹考虑城镇居
住区和农村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需求。 继续培育打造全社会关
心、支持、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
与维护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
推动提升全社会关爱老年人、残
疾人的意识。

创建无障碍环境工作标准

按照《创建无障碍环境工作
标准》的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
是指为便于残疾人、老年人等社
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
入相关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交流信息、获得社区服务所
进行的建设活动。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卫生院
（所、室）、银行、信用社、商店、室
外公共厕所、 文体活动中心、学
校、托儿所、幼儿园等各类公共
建筑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应达到
100%，并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

范》的要求。
已建综合服务中心、卫生院

（所、 室） 无障碍改造率应达到
100%，且布局合理。 改造主要内
容为： 建筑物出入口坡化处理，
设置无障碍通道、 无障碍厕位，
停车场设置无障碍停车位，无电
梯的不作要求，有电梯的待更换
电梯时再选用无障碍电梯，对外
服务窗口设低位服务设施。 卫生
院（所、室）的诊区、护士站、查询
处、服务台等设低位服务设施。

已建银行、信用社、商店、室
外公共厕所无障碍改造率应不低
于 40%，且布局合理。 改造主要内
容为：建筑物出入口坡化处理，设
置无障碍通道、 无障碍厕位，窗
口、服务台等设低位服务设施。室
外公共厕所设置无障碍厕位、扶
手， 入口和通道应方便乘轮椅者
进出，地面硬化、防滑。 有条件的
地方宜设置无障碍厕所。

已建文体活动中心无障碍
改造率应不低于 40%，且布局合
理。 改造主要内容为：建筑物出
入口坡化处理，设置扶手、无障
碍厕位，地面平整、防滑、硬化。

已建学校、托幼建筑无障碍
改造率应不低于 30%，且布局合
理。 改造主要内容为：建筑物出
入口坡化处理， 设置无障碍通
道、 无障碍厕所或无障碍厕位，
有条件的加装无障碍电梯。

新建敬老院、残疾人综合服
务设施、残疾人福利机构无障碍
设施建设率应达到 100%， 并符

合《无障碍设计规范》、《老年人
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等技术
要求。

已建敬老院、残疾人综合服
务设施、残疾人福利机构无障碍
改造率应达到 50%。 主要改造内
容为：出入口坡化处理，设置无
障碍通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
厕所及无障碍厕位、低位服务设
施，室内外主要位置地面铺设行
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自查、核查、抽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
关于开展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
创建工作验收的通知》对验收方
式与时间安排进行了明确：

1.市县村镇自查和省级核查
（2020年 8—9月）。各省级住房和
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通信管
理、民政、残联、老龄等部门负责
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创建无障
碍环境市县村镇验收工作， 组织
市县村镇自查和省级核查。

各市县村镇对照《创建无障
碍环境工作标准》和相关规范进

行自查，将自查报告、无障碍环
境创建工作检查表及电子版光
盘等报省级主管部门。 符合《标
准》的市县村镇，可向省级主管
部门申请“创建无障碍环境达标
市县村镇”；符合《标准》且创建
工作成绩突出的，可申请“创建
无障碍环境示范市县村镇”。

各省级主管部门视当地疫
情防控情况制定工作方案，采用
适当方式开展核查，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前将本地区无障碍环境
创建工作总结报告、示范和达标
市县村镇推荐名单、汇总后的各
市县村镇自查材料（含电子版光
盘）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
设司。 各省（区、市）推荐的示范
市县村镇总数不超过 5 个，推荐
的达标市县村镇数量依据核查
达标情况确定。

2.部委抽查（2020 年 10—11
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民政部、中国残联、全
国老龄办联合组成专家组，选择
部分推荐的市县村镇进行核查，
形成工作报告，提出评估意见和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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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开始验收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通
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指导督促
慈善组织做好捐赠物资计价和
捐赠票据开具等工作。

第一，要完善捐赠协议相关
工作。

慈善组织接受物资捐赠时，
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捐赠协议
的，慈善组织应当与捐赠人签订
书面捐赠协议。

捐赠人未要求签订书面捐赠
协议的， 或因重大突发事件应急
等特殊情况无法签订书面捐赠协
议的， 慈善组织应当采取适当方
式，与捐赠人就捐赠物资的种类、
数量、质量、用途、交付以及双方
权利义务等内容达成一致。

第二，要按规定确定捐赠物
资入账价值。

《通知》指出，慈善组织接受
的捐赠物资，应当按照《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确定
其入账价值。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规定，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
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 如接
受捐赠的短期投资、存货、长期
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
应当按照以下方法确定其入账
价值：

1.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
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等)
的，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
作为入账价值。 如果凭据上标明
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
差较大，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
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

2.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
凭据的，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
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通知》强调，对于以公允价
值作为其入账价值的捐赠物资，

慈善组织应当按照《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规定的顺序确定
公允价值。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规定的公允价值的确定顺序
如下：

1.如果同类或者类似资产存
在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同类或
者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公
允价值。

2. 如果同类或类似资产不
存在活跃市场，或者无法找到同
类或者类似资产的，应当采用合
理的计价方法确定资产的公允
价值。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规定的市场价格，一般指取
得物资当日捐赠方自产物资的
出厂价、捐赠方所销售物资的销
售价、政府指导价、知名大型电
商平台同类或者类似商品价格

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规定的合理的计价方法，包括由
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等。

《通知》规定，慈善组织接受
捐赠物资的有关凭据或公允价
值以外币计量的，应当按照取得
物资当日的市场汇率将外币金
额折算为人民币金额记账。 当汇
率波动较小时，也可以采用当期
期初的汇率进行折算。

第三， 做好捐赠票据开具
工作。

《通知》强调，慈善组织接受物
资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
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

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接受
捐赠票据的，慈善组织可以不开
具，但应当做好相关记录。

第四，明确公允价值确实无
法可靠计量的捐赠如何处理。

《通知》明确，如果有确凿的

证据表明捐赠物资的公允价值
确实无法可靠计量， 慈善组织
可以暂不开具捐赠票据， 但应
当设置辅助账， 单独登记所取
得物资名称、数量、来源、用途
等情况，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
相关披露。

同时，慈善组织应当向捐赠
人出具收到捐赠物资的相关证
明，证明中应当注明收到捐赠物
资的名称、数量等内容。 在以后
会计期间，如果该物资的公允价
值能够可靠计量，慈善组织应当
在其能够可靠计量的会计期间
予以确认，并以公允价值计量。

第五，明确问题反馈渠道。
《通知》明确，各地在捐赠物

资计价和捐赠票据开具工作中
遇到其他问题的，可及时向民政
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反映。 （王勇）

� �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开展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验收的通知》对外
发布。 《通知》提出，要对申报参加‘十三五’无障碍环境创建的 211 个市县村镇创建工作情况进
行验收。

验收内容包括：1.省级主管部门对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工作的部署落实情况。 2.参加无
障碍环境创建的市县村镇开展的主要工作、取得的成效、经验、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民政部要求各地督促慈善组织
做好捐赠物资计价和捐赠票据开具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