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有 8500 万 残 疾
人 ， 他们日常生活

状态如何？社会保障方面有哪
些进展？ ‘十四五’期间，残疾
人事业发展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 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
促进会共同发布了《残疾人事
业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研
究报告（2020～2021）》（以下简
称蓝皮书）。

蓝皮书由中国人民大学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编撰，
全面回顾了 ‘十三五 ’期间中
国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
历程，总结了残疾人事业发展
所取得的成就， 分为总报告、
专题报告 、地方报告 、附录四
部分。

总报告全面回顾了‘十三
五’期间中国残疾人基本公共
服务发展历程，总结了残疾人
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分析
了残疾人事业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不足 ； 总报告还分析了
‘十四五’ 时期残疾人事业发
展的形势和面临的挑战，提出
了‘十四五 ’残疾人事业的发
展方向和需要重点关注的短
板问题。

专题报告以残疾人脱贫
攻坚为主题，全面回顾了中国
农村残疾人脱贫攻坚进程，总
结了中国解决因残致贫方面
的经验和做法，并分析了残疾
人贫困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对民族地区残疾人脱贫攻坚、
农村贫困残疾人‘两不愁三保
障’、 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托
养照料、农村残疾人脱贫攻坚
重点行动、社会力量参与残疾
人扶贫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地方报告则选取了河南 、陕
西、云南、贵州四个省份，分别
梳理了各地农村残疾人脱贫
攻坚的进程，总结了贫困地区
农村残疾人脱贫攻坚的做法
和经验。

蓝皮书指出 ， 经过多年
的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 ，我
国农村残疾人的整体性贫困
得到根本性改变 ， 贫困发生
率大幅度下降 ， 贫困程度得
到极大缓解。

蓝皮书强调，残疾人事业
顺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在
‘十四五’ 时期关键是要补短
板、强弱项、提质量，更加关注
农村残疾人，注重提升残疾人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强化基
础设施和完善工作体制，以进
一步提升广大残疾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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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残疾人贫困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农村残疾人
贫困结构发生变化

蓝皮书指出， 经过多年的
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 我国农
村残疾人的整体性贫困得到根
本性改变， 贫困发生率大幅度
下降，贫困程度得到极大缓解。

农村残疾人脱贫攻坚取得
如此成就源于中国特有的残疾
人事业发展道路， 即将残疾人
事业纳入国家战略， 形成了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
残疾人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贫
困治理组织体系，以及“残疾人
家庭—残联组织—政府” 的信
任合作机制。

未来贫困残疾人仍然是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人
群， 残疾人的贫困治理模式
需要根据贫困结构的变化进
行相应转变。

蓝皮书指出，当前我国农
村残疾人贫困发展呈现三大
趋势。

一是贫困残疾人分布呈现
“小集中、大分散”特征。

一方面， 贫困残疾人向特
定区域集中。 分析建档立卡未
脱贫残疾人的地区分布，北
京、上海、江苏等地区的农村
建档立卡残疾人已全部脱贫；
福建、天津、广东等尚有少数
未脱贫残疾人，预计很快将脱
贫；海南、西藏、重庆、宁夏、青
海、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辽
宁、山西、新疆等地贫困残疾
人数量虽然较东部多，但是总
体上看， 在 2020 年底完成脱
贫任务不成问题。 但是河北、
甘肃、四川、安徽、湖南、陕西、
江西、云南、广西、贵州、湖北
和河南的建档立卡未脱贫人
数较多，尤其河南和湖北两省
人数占全国的比例较高， 脱贫
任务较为艰巨。

另一方面， 由于残疾人发
生呈现随机性，残疾发生率在
全国呈现较高的一致性，故
残疾人家庭呈现高度离散特
征。 在这些残疾人家庭中，贫

困发生也具有偶然性， 进一
步加剧了贫困残疾人家庭的
离散特征。 即使在贫困连片
地区， 贫困残疾人也零散分
布于村落之中。 经过精准脱
贫之后， 贫困残疾人的分布
将更加零散。

二是贫困残疾人出现“沉
底”现象。

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
脱贫攻坚，越来越多的农村贫
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行列，但是
仍然有一部分弱势群体难以
依靠自身的力量脱离贫困境
地，沉入贫困的底层。 这些人
员主要由老弱病残、鳏寡孤独
人员等组成，尤其是部分残疾
人家庭（包括一户多残家庭、
重度残疾人家庭、精神残疾人
家庭等）面临发展困境，由此
掉入贫困陷阱之中，成为长期
贫困对象。

分析现有未脱贫残疾人的
人口学特征，其呈现老龄化（以
老年残疾人为主）、重度化（一
级和二级重度残疾人占多）特
征，且逐步向精神残疾、智力残
疾、多重残疾等残疾类型集中，
脱贫难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建
档立卡未脱贫人员的人力资本
低。 从识字率看，15 岁及以上
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员的识字率
仅为 66%；从受教育程度看，在
未脱贫残疾人中，30%未接受
过教育， 超过 1/3 的仅接受过
小学教育。 再看就业，15～59 岁
年龄段的建档立卡未脱贫对象
的就业比例仅为 37%； 在就业
的建档立卡对象中， 灵活就业
人数占 45%， 从事农村种养业
的人数占 40%。 建档立卡未脱
贫人员未就业的主要原因是丧
失劳动能力， 这部分人占全部
未 就 业 人 员 的 一 半 以 上
（57%）。 农村贫困残疾人口的
上述变化将进一步加大其脱贫
难度。

三是残疾人向贫困边缘
聚集。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和脱
贫攻坚， 绝大多数残疾人及其
家庭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但

是多数家庭仍然处于“脱贫不
脱困” 的状态， 家庭生计条件
差、个人发展能力弱，长期徘徊
于贫困边缘， 成为相对贫困人
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针对上述问题， 蓝皮书强
调，“十四五”时期残疾人保障
与发展应着力巩固拓展残疾
人脱贫攻坚成果， 完善残疾
人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残疾
人就业质量和健康水平 ，建
立残疾人家庭支持体系，促进
残疾人的社会融入，实现残疾
人事业的创新发展、高质量发
展，满足残疾人的多元化、多
层次需要， 促进残疾人的全
面发展。

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
坚成果方面，过渡期内继续实
施贫困残疾人相关帮扶政策。
将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和贫
困边缘残疾人全部纳入防止
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及
时对返贫残疾人和新致贫残
疾人给予帮扶。 做好易地搬迁
残疾人后续帮扶工作。 继续实
施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等项
目，持续开展并完善东西部残
疾人工作协作和残疾人帮扶
协作。 保障农村残疾人的宅基
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资产收益分配权等权益。 在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
帮助残疾人共享集体经济发
展成果。 扶持农村残疾人参与
富民乡村产业，分享产业链增
值收益。 制定实施解决城乡低
收入残疾人家庭困难的政策
措施。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方面，遵照“普惠+特惠”原则，
建立健全多层次残疾人社会保
障制度，包括：基于家庭结构类
型改进最低生活保障， 降低残
疾人家庭低保准入门槛， 提高
残疾人家庭低保补助水平；完
善“物质+服务”救助方式，为
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个性
化服务； 加强困难残疾人临时
救助， 做好重大疫情等突发公
共事件中困难残疾人急难救助
工作； 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范围，提高康复救助水平，切实
保障贫困家庭儿童康复权利；
建立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动态调
整机制， 适当扩大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范围， 较大幅度提高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水平；加
大对贫困残疾人社会保险参保
补贴力度， 提高残疾人社会保
险参保率； 建立残疾人基本型
辅助器具补贴制度。

建立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
方面， 完善残疾人护理照料体
系。 巩固家庭在照护服务体系
中的基础性地位， 建立喘息服
务制度， 帮助家庭成员提升

照护服务能力水平 ；发挥社
区在照护服务体系中的依
托作用，发挥城镇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阵地作用，为重度
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
鼓励以村为单位设立邻里
互助服务点，为残疾人提供
助餐 、助洁 、助行、助购 、助
医等服务；依托和整合现有
的医疗卫生、养老 、社会福
利 、社会救助等资源，为重
度残疾人提供集中照护服
务；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 以护理需求为主要受益
依据， 切实将重度残疾人纳
入保障范围； 大力发展居家
养老托残服务， 完善居家养
老托残疾服务体系。 保障残
疾人基本住房安全便利。 对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优先安排
公共租赁住房，不断改善残疾
人居住条件；在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中，优先解决低收入残疾
人家庭住房安全问题；城镇保
障房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统筹
考虑无障碍需求。 开展残疾
人社会工作和家庭支持服务。
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建
立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让更
多残疾人有“微信群”“朋友
圈”；为残疾人家庭提供喘息服
务、心理辅导和康复、教育等专
业指导。

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方
面，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 提高无障碍环境建设的
法律约束力。 建立健全无障碍
设施建设机制，实现无障碍环
境的系统化建设，规范无障碍
环境设计和无障碍环境管理。
加强社区无障碍建设和家庭
无障碍改造，便利残疾人日常
生活；在乡村建设行动、城市
更新行动中统筹推进无障碍
设施建设和改造，在老旧小区
改造中同步开展无障碍改造。
推广便利普惠的电信服务，加
快政府政务、公共服务、电子
商务、电子导航等信息无障碍
建设，加快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和自助公共服务设备无障
碍化普及。 鼓励残疾人参加公
共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残疾人
群众性文化活动，不断满足残
疾人文化需求、增强残疾人精
神力量；丰富中西部和农村地
区重度残疾人文化服务，为盲
人、 聋人提供无障碍文化服
务；鼓励省市级电视台、人民
广播电台、网络视听媒体和融
媒体中心开设残疾人专题节
目；发展特殊艺术，鼓励残疾
人参与文化艺术创作，扶持残
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和特殊艺术师资培养。 实
施“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行
动”，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将残疾人作为重点人群， 组织
残疾人参加各级各类全民健身
活动， 推动残疾人康复体育身
边化服务。 （皮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