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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构建养老服务政策体系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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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残疾大学生逐年增加
高等融合教育取得新进展

《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
定》2017 年正式出台后， 每年
被普通高校录取的残疾大学
生逐年增加，特别是被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专业录取的人数
比前些年有显著增长。 2017-
2019 年， 被录取人数分别为
10818、11154、12362 人。

10 月 27 日， 中国残联
2020 年“‘我来北京上大学’邀
访·倾听”座谈会在京举行，中
国残联教就部相关负责人发
布了上述数据。

残疾大学生数量的不断
增长离不开党和国家对残疾
人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
长程凯表示，“十三五” 以来，
残疾人教育加快进步，特别是
通过实施残疾人参加高考合
理便利措施，越来越多的残疾
学生通过高考走进大学，实现
了上大学的梦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不能
少”，在广大残疾人共奔小康，
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征程中，
我们要为残疾人接受高水平、
高质量的教育创造更多更好
的条件。

残疾大学生数量的不断
增长离不开高校在融合教育
方面的探索。

“近年来国内普通高校在
残障大学生招生政策方面采
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这反映
出国家对残障学生高等教育
权利的问题更加重视、高校的
态度更加开放、社会对残障大
学生的接纳度有了明显的提
升。 ”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
研究所副主任张悦歆强调。

张悦歆表示，招生政策的
改革给高等融合教育提供了

可能性，但同时也向高校提出
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即
如何真正开展高质量的高等
融合教育？

据中国残联教就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2017-2019 年，在
教育部支持下，中国残联在四
川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
联合大学、长春大学、南京特
殊教育师范学院、郑州工程技
术学院等六所高校开展了残
疾人高等融合教育试点，探索
普通高校在残疾学生招生录
取、专业学习、生活帮扶、就业
指导等方面的支持保障服务。

残疾大学生数量的不断
增长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努力。

“身体可以有残疾，但青
春不可无奋斗！ 我来北京上大
学，我要用青春来奋斗！ 我要
积极成为有理想， 有本领，有
担当的新青年， 迸发青春力
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
语专业的门子琪（肢残）表示。

“听力残疾对我的学习的
确有很大的影响，这点我无法
扭转，我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让我紧跟其他同学的脚步，
有时候会耗费跟他人相比更
多的时间与精力。 但我并不懊
恼，也并没有泄气，因为我的
学习更多地建立在我的兴趣
上，学习对我来说本就是一件
比较快乐的事情。 ”北京化工
大学数学专业的刘钊屹（听
障）强调。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院的刘立辉（肢残），
2020 年春节时，整体成绩只有
560 多分，“想到家里人对自己
的期望， 下学期我奋力追赶，
最后以高考 635 分的成绩被
北京邮电大学录取”。

以 635 的成绩被中央民族

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录
取的昂子喻（视障），对于未来
的工作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
但已经有了以下几个从业方
向：1. 从事基础数学相关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2. 从事与计算
机相关的行业，如手机软件的
无障碍优化；3. 从事与人工智
能相关的工作，如智能语音标
注员。

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
音乐专业的王澎浩（视障）现
场表演了二胡独奏，赢得了与
会者的阵阵掌声。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展示了当代残疾大学生积极
乐观、 坚强自信的精神风貌，
展示了新时代残疾大学生的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残疾大学生数量的不断
增长同样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关怀。

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专
门成立了“我是你的眼”的志
愿服务团队，为昂子喻同学提
供教材语音录入、计算机 C 语
言等课程的辅导等学业帮扶
服务。

座谈会上，华夏出版社向
出席座谈会的残疾大学生捐
赠了图书，盲文出版社向昂子
喻、王澎浩同学赠送了盲文听
书机。

“作为新时代的残疾大学
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担负
起应有的责任， 自强自立，刻
苦学习，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用热情直面挑战，以扎实
的学习成绩回报社会。 希望大
家未来都能够在各自领域和
科研战线有所进步和贡献，成
为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化进
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才。 ”程凯
在致辞中强调。

“十三五”以来，广东抓实养老
服务顶层设计， 强化政策创制，先
后出台了包括地方法规、省政府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省地方标准在内
的 40 多个养老服务政策文件，涵
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各个方面，是

“十八大” 以来全国率先完成养老
服务条例和国家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实施办法“双立法”的省份。特别
是于 2019 年 11 月出台的《广东省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若干措
施》，围绕满足群众需求、破解发展
瓶颈、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质
量等方面提出了“含金量”十足的
27 条“硬措施”。 2020 年 4 月，广东
建立了省级养老服务部门间联席
会议制度， 明确了 24 个成员单位
的职责任务分工，统筹协调全省养
老服务发展。

资金投入、土地供给机制持续
加强。 全省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
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按不低于 50%的

比例用于养老服务建设，且从 2021
年起资金比例提高至 55％以上；
2016 至 2019 年， 全省投入养老服
务建设资金 113.46亿元。 推动各地
级以上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区）编
制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并将各
类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布点等内
容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
规划，目前广州、深圳、珠海、汕头、
佛山、 江门等 6个地市编制出台了
市级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其余
地市今年均已启动规划编制工作。

老年人福利制度不断完善。 全
省特困供养人员护理制度惠及 23
万老年人； 高龄老人津贴制度惠及
270万老年人，是全国高龄补（津）贴
制度覆盖面最广、受益老年人数最多
的省份之一。 推动各地陆续将高龄
老人津贴申请纳入“粤省事”微信小
程序“指尖办”，截至 2020年 9月底
通过“粤省事”申请高龄老人津贴累
计 8.2万人次。 （据民政部网站）

江西：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江西省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 近日江西省民
政厅印发通知，提出了七个方面重
点举措，进一步动员引导社会组织
参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

通知要求，各地要深化社会组
织“放管服”改革，放宽社会组织参
与农村养老服务准入条件。各级民
政部门对参与提供农村养老服务
的社会组织在年度检查年报时，可
以适当简化年度检查年报程序；在
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时，可以在
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予以适当加分
倾斜； 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时，
可以相应降低政策门槛。

通知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引
导农村社区大力培育助餐、 助安、
助医、助娱等为老服务社区社会组
织。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适当放宽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组织资金、住
所、人员等条件，并结合农村社区
社会组织特点制定章程示范文本。
鼓励在乡镇（街道）成立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等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养老服
务组织管理协调作用。

通知要求，各地要依托当地社
会组织孵化培育平台，广泛链接资
源，引导养老服务社会组织优势资
源向农村地区下沉。要针对农村互
助养老服务设施运行资金不足问
题，充分发挥乡镇商会、老年协会
等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引导
会员企业、乡贤乡友、爱心人士捐
助帮扶，探索可持续多样化运作模
式。鼓励各级慈善组织为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设施发布网络捐助筹资
项目，为可持续化运营筹集资金。

（据江西省民政厅）

四川：
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万人培养工程

近日，四川省民政厅联合省委
组织部、教育厅、财政厅、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印发《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万人培养工程实
施意见》， 提出用 5 年时间实施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三个百千
万工程”。

教育培训百千万工程，利用现
有资源建立一百个左右社工培训
教育基地及实习实训基地，每年培
养一千名以上社会工作及相关专
业毕业生，每年累计实施一万小时
以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职业
培训；机构培育百千万工程，实施
一百个省级社工服务示范项目，培
育一千家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利用
街道、社区现有资源设置一万个社
工服务站（室）；人才培养百千万

工程， 培养一百名左右高层次社
工专业人才，每年开发设置一千个
社工岗位，每年培养一万名社工专
业人才。

该工程将利用培训实训基地、
社工服务站（室）、“青年之家”、“童
伴之家”，以及“金民工程”继续教
育在线平台，每年按一定比例对从
业人员进行社工专业知识和实务
技能培训，对街道（乡镇）干部、退
役军人、儿童督导员等开展社工知
识普及，重点组织社区工作者参加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和
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试点建设
街镇示范社会工作服务站，以点带
面加快实现街镇和社区社工服务
站（室）全覆盖。

（据《中国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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