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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幼致残中途辍学的藏族姑娘张雅萍荣获了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图为张雅萍为合作社的
农户登记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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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

加强顶层设计
破解“因残致贫”

受身体障碍、 劳动能力弱、
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影响，贫困
残疾人一直是贫困人口中贫困
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返贫
率最高的特殊困难群体，“因残
致贫”问题也成为人类减贫事业
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党中央、国务院在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统筹兼顾贫困残疾人
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确保了
贫困残疾人扶贫工作纳入大局，
并推动各地以更加精准的措施、
超常规的力度帮助贫困残疾人
脱贫，为打赢贫困残疾人脱贫攻
坚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
式发布，这成为指导此后一个时
期脱贫攻坚的纲要性文件。 在精
准扶贫的背景下， 中国残联、国
务院扶贫办等 26 个部门联合印
发《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
划（2016~2020 年）》，进一步细化
扶持贫困残疾人脱贫的政策措
施，配套出台了一系列贫困残疾
人脱贫专项行动方案。 2018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更是专章部署开展残疾人脱贫
行动，并提出 7 个方面的政策措
施予以加快推进。

与此同时，针对解决“因残
致贫”问题，一系列特殊扶持政
策和措施也相继出台。 2016 年 1
月 1 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以下
简称“两项补贴”）在全国范围内
正式实施。 作为国家层面创建的
第一个残疾人专项福利制度，

“两项补贴” 是对残疾人的特殊
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进行
的专门制度安排，与最低生活保
障等制度实现了有效衔接，填补
了我国残疾人福利制度的空白，
成为增加贫困残疾人家庭收入

实现稳定脱贫的有力制度支撑。
2018 年，国务院制定并实施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这一制度大
大缓解了贫困残疾儿童家庭的
医疗康复负担，为改善残疾儿童
康复状况、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
展提供保障。

聚焦精准施策
增强发展能力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的指导下，各地通过实施一
系列精准帮扶举措，使贫困残疾
人自强脱贫的意识不断提高，在
努力实现自我脱贫的同时，影响
带动其他贫困残疾人家庭共同
增收致富。

脱贫攻坚，难在精准，贵在
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
精准。 要使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现
“真脱贫”，首先要对贫困残疾人
的基本状况能够精准把握。 为了
对贫困残疾人家庭做到精准识
别， 各级残联和扶贫部门密切配
合，依托驻村工作队、驻村干部和
残疾人专职委员在逐户核实、摸
清残疾人家庭底数的基础上，将
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纳入建档
立卡，确定帮扶对象，逐一建立个
人档案、工作档案，并针对贫困残
疾人家庭的困难和特殊需求，逐
人逐户完善具体帮扶举措。 家里
的主要成员都是谁， 致贫原因是
什么， 帮扶方式有什么……走进
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中， 在门
口张贴的“明白纸”上可以清清楚
楚地看到这户残疾人家庭的帮扶
信息， 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以及
各类信息平台的支持， 更可以实
时掌握贫困残疾人家庭脱贫状
况，并及时推动各地政府和责任
部门将帮扶措施落实下去。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智随
志走、志以智强，实施“志智双
扶”。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经过
残联组织的引导支持，许多像张
雅萍一样的贫困残疾人不等不

靠、自强脱贫，通过奋斗拼搏、辛
勤劳作，为自己和身边需要帮助
的人创造了可学可做的经验，成
为脱贫攻坚的榜样力量， 带动更
多贫困残疾人自强自立。 而在激
发贫困残疾人内生动力的同时，
我国通过加大特殊教育和贫困残
疾人家庭教育救助力度， 阻断农
村残疾人中的贫困代际传递。 一
方面， 我国通过进一步完善特殊
教育体系、 增强特殊教育保障能
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为贫困残
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保
障；另一方面，各地还通过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相应的补贴补
助，帮助其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并
通过实施“残疾青壮年文盲扫盲
行动”“推普脱贫攻坚行动” 等，
帮助贫困残疾人赋能增智，使贫
困残疾人家庭看到希望之光。

助残富民，产业为先，发展
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
脱贫攻坚过程中，各地依托农业
产业化进程和优势主导产业，依
靠能人大户、合作社、合作组织
等各类农村市场主体，对贫困残
疾人开展规模化持续培训，提高
了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参与生
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利益链接水
平，并通过不断加大对残疾人扶
贫基地的资金投入力度，带动辐
射贫困残疾人家庭增收脱贫。 与
此同时，我国还通过鼓励就地就
近就业、创业带动就业、统筹利
用现有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和渠
道，促进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
劳动就业，实现增收脱贫，并实
施了如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
划、“雨露计划”、 技能脱贫千校
行动等，以全面提升贫困残疾人
的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开
发就业增收机会。 五年来，我国
已有 563.8 万贫困残疾人家庭得
到产业扶持，46.7 万贫困残疾人
通过残疾人扶贫基地的辐射带
动实现产业增收，83.6 万贫困残
疾人家庭得到扶贫小额贷款支
持，328.6 万人次贫困残疾人接
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获得 1 到 2

项劳动技能，残疾人自我发展能
力显著提高。

此外，社会各界也通过各种
方式参与支持贫困残疾人脱贫
攻坚， 使助残扶贫蔚然成风，关
爱扶助贫困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日益浓厚。

兜底基本民生
保障特殊需求

“在托养中心里，不但吃饭
和就医不用愁， 还能有专人陪
护， 这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事。 ”55 岁的刘召虎是河南省驻
马店市上蔡县邵店镇王棚楼村
七组村民，8 年前因为意外撞伤
腰椎，造成下肢瘫痪，加之妻子
长期患有慢性疾病难以从事重
体力劳动， 刘召虎一家顿时陷入
贫困之中。 村委会了解到刘召虎
的情况后， 将他家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 并安排他住进上蔡县重
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 在托养
中心里，刘召虎得到细心的照护，
平日里凭借自己织渔网的手艺还
可以获得一份收入。“现在的我不
用家人照顾，能靠自己挣钱，还愁
个啥嘛。 ”刘召虎笑着说道。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群人，
致贫一家人”， 这是不少贫困重
度残疾人家庭的真实写照。 在我
国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中，重
度残疾人占有很大比例。 他们有
的没有扶养人或赡养人，有的完
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
法通过产业就业帮扶实现脱贫，
其家庭又受限于劳动力不足和
医疗康复支出较多，脱贫难度较
大。 为帮助重度贫困残疾人家庭
脱贫增收，让重度残疾人得到更
好的照料，解除其家庭的后顾之
忧，我国多地针对贫困重度残疾
人开展托养照护服务，并相继探
索出河南省驻马店市集中托养、
南阳市“四集中”，河北省衡水市
“老残一体”集中托养，宁夏固原
市“隆德模式”，新疆南疆“幸福
大院”等为代表的创新“服务型

社会救助”的有效方式，实现了
“托养一人、 解放一家、 幸福一
片”， 有效解决了攻坚期农村贫
困重度残疾人“脱贫不解困”这
一突出矛盾。

为进一步织密保障残疾人
基本民生的安全网，我国不断加
强贫困残疾人社会保障力度，将
1066.7 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其中单独施保的贫困重
度残疾人近 300 万人。 同时，我
国针对贫困残疾人的社会救助
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社会救助范
围在重度残疾人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并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和
临时救助范围。 各地还相继建立
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残疾人
生活保障需求、长期照护需求相
适应的“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目前已有超过 2500 多万
人（次）困难和重度残疾人因“两
项补贴”而直接受益。

康复作为帮助残疾人恢复
补偿功能，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
适应能力，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
重要基础，是残疾人的基本民生
之一。 在脱贫攻坚过程当中，保
障贫困残疾人享有基本的康复
服务是残疾人扶贫的重要方面。
我国通过医疗、辅具适配、精神
慰藉等康复手段和“福康工程”
等行动持续实施“康复扶贫”，减
少减轻残疾对残疾人个人及家
庭带来的不利影响和致贫风险，
使 361.5 万农村贫困残疾人得到
手术、康复训练和辅具适配等基
本康复服务。

为降低贫困残疾人的刚性
支出负担，我国将建档立卡贫困
残疾人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和大病保险，使 54.7 万贫困残疾
人得到医疗救助，全国各地在加
强贫困人口医疗保障过程中，还
针对贫困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
需求普遍降低报销门槛，提高报
销比例， 提供绿色报销通道，确
保贫困残疾人享受到更优惠更
便捷的医疗保障服务。

与此同时，各地通过易地搬
迁、危房改造等扶贫行动，帮助
57.8 万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易
地搬迁，178.48 万户贫困残疾人
家庭解决住房安全问题，还集中
开展“居家无障碍改造扶贫”，对
55 万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无
障碍改造，从而进一步破解了贫
困重度残疾人居家生活难以独
立、难以出行、更难以融入社区
参加劳动生产等一系列难题。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新春伊始，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围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 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重大
部署，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加快补上农村残疾人工作短板、
统筹城乡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
了重要机遇。 （王勇）

� � 3 月 5 日上午，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
出，‘十三五’以来 ，我国脱贫
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575 万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 多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
难养一方人’的困境，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 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在这些脱贫人口中 ，有
70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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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
标。这一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