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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坤明在江西调研时强调

持续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激励干部群众满怀信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 � 1 月 3 日至 4 日，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在江西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宣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坚
定历史自信， 汇聚时代力量，激
励干部群众满怀信心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调研期间，黄坤明来到中宣

部对口支援的赣州市寻乌县，走
进村镇、社区、企业和基层宣传
文化单位，认真了解六中全会精
神宣传、推动乡村振兴、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等情况，听取干部群
众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必
须把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持
续引向深入。 要立足基层实际，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
不断丰富宣讲主体，创新载体手

段，用鲜活故事讲清楚党的光辉
历史和光荣传统，用身边变化讲
述好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引导干部群众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
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
样的党，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
不渝跟党走。 要认真总结党史学
习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建立常
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进一步
挖掘红色资源、 弘扬革命精神，
推出更多高质量的红色题材文

艺作品和新媒体产品，让正确党
史观更深入、 更广泛地树立起
来，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坚定
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意气
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黄坤明强调，在各级党委坚
强领导和全县人民同心奋斗下，
寻乌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要立足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深入贯彻
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决策部署，扎实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
有机衔接，培育好产业、涵养好
生态，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 要着眼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都富裕，进一步唱响劳动创
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因地制
宜推进文化惠民、 文化乐民，推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
质增效， 深化县级文明城市创
建，引导人们依靠勤劳智慧创造
更加美好生活。

（据新华社）

【看点一】
残疾预防主要指标 2025 年

处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5 年，

残疾预防主要指标处于中高收
入国家前列。

北京大学 APEC 健康科学
研究院院长郑晓瑛教授介绍，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
加快， 居民疾病谱发生重大变
化，慢性病、心理健康问题等致
残风险增加，残疾预防工作或将
面临更大压力和挑战。

行动计划坚持三级预防原
则，针对遗传、疾病、伤害等主要
致残因素防控，提出实施残疾预
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
碍致残防控、 疾病致残防控、伤
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五大
主要行动，强调“把增强公民个
人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作为残
疾预防的基础工程抓紧、抓实”。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20 项工
作任务和 25 项工作指标， 涵盖
了各主要致残因素的防控任务
和措施，提出“全面实施覆盖全
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三
级防控策略， 着力推进关口前
移、早期干预”“逐步扩大致残性
疾病筛查病种范围， 推进早筛、
早诊、 早治”“加强长期照护服

务”“加强残疾预防科技攻关、示
范应用”等新举措、新要求。

“行动计划内容设计既有系
统性，又有前瞻性，可操作性也
较强，有助于推动我国残疾预防
事业在新阶段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 ”郑晓瑛说。

【看点二】
加强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

识普及
行动计划指出， 面向儿童、青

少年、新婚夫妇、孕产妇、婴幼儿家
长、老年人、高危职业从业者等重
点人群开展针对性宣传教育，主动
提供残疾预防和出生缺陷防治科
普知识，普及遗传和发育、疾病、伤
害等致残防控的科学知识、 方法;
面向伤病者、残疾人，加强康复知
识宣传普及， 着力提升康复意识、
能力。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
率超过 80%。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家田
向阳主任医师认为，强调加强对
重点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残疾
预防知识普及是本期行动计划
的亮点之一。

田向阳表示，每个人在不同
的人生阶段都有可能遇到不同
的致残因素， 要区分不同人群、
不同场所、不同致残因素，有计

划、有目标、有重点地开展有针
对性的知识普及，这样既可以更
好满足特定人群的迫切需求，也
能提高知识普及效率和效果。

【看点三】
加强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

致残防控
行动计划指出， 加强婚前、

孕前保健。 婚前医学检查率超过
70%，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
群覆盖率超过 80%。 做好产前筛
查、诊断。 产前筛查率超过 75%，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超过 90%。 加
强儿童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 新
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不
小于 98%，新生儿听力筛查率不
小于 90%。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
理率不小于 85%。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主任朱
军认为，出生缺陷是导致先天残
疾最重要的因素。 在孕前、产前、
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参加筛查，有
利于尽早发现缺陷，从而做到早
干预、早治疗。

朱军介绍， 以听力筛查为
例，我国每年约 3 万新生儿患先
天性听力障碍。 如果在这些孩子
还没有开始学说话时就能发现
听力障碍问题，给他们尽早戴上

助听器， 就可能实现“聋而不
哑”， 让他们获得和正常孩子一
样生活、学习的可能。

【看点四】
加强慢性病致残防控
行动计划指出，推广健康生

活方式。 发挥好体育健身在主动
健康干预、慢性病防治、康复中
的作用。 高血压患者和 2 型糖尿
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不
小于 65%，百万人口白内障复明
手术率超过 3000。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病首席专家王临虹介绍，我
国成年残疾人中由慢性病导致
的残疾占 56%。 特别是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再加
上居民抽烟、过度饮酒、久坐等
不健康生活方式仍然普遍存在，
慢性病致残防控工作仍面临巨
大挑战。

王临虹表示，慢性病致残防
控工作首先应从疾病预防入手。

“我们要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
式，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王
临虹说，“同时，要加大对慢性病
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管理力度，做
好并发症的筛查与干预，力争做
到早发现、早治疗。 ”

【看点五】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

疾病防治
行动计划指出，构建社会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强化重点人群
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和
个体危机干预，加强群体危机管
理。 以社区为单位心理咨询室或
社会工作室建成率超过 80%。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
室主任黄悦勤认为，加强社会心
理服务，就是要在诊断和治疗病
人的同时进行高危人群的筛查。

黄悦勤指出，要以社区为单
位，对生活、工作中出现危机的
居民及时进行危机干预，以达到
预防精神疾病发生的效果。

【看点六】
做好伤害致残防控，加强老

年人跌倒致残防控
行动计划在“伤害致残防控

行动”部分，明确提出加强老年
人跌倒致残防控。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伤害防控室主任段蕾蕾介绍，
当前，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因伤害
就诊的首要因素。

要减少老年人跌倒致残，首先
要做好老年人跌倒预防。“我们呼
吁老年人要做自己防跌倒的第一
责任人。 ”段蕾蕾说，“老年人穿适
合自己的衣服鞋子， 放慢动作，遵
医嘱服药、减少多重用药，更换过
软的沙发和不合适的家具等都可
以有效防止跌倒。 ”

段蕾蕾还呼吁，子女要帮助
家里老人完成家居环境适老化
改造。 政府部门和社会要大力推
广老年友好环境建设，改造公共
场所易致跌倒的危险环境。

【看点七】
保障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
行动计划指出，开展残疾人

基本需求与服务状况调查，持续
组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
行动， 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
康复训练、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等
基本康复服务。 残疾人基本康复
服务覆盖率、残疾人辅助器具适
配率超过 85%。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原主任龙墨表示，康复服务对于残
疾人来说意味着生命的重建。要实
现行动计划制定的目标，加强康复
人才教育培养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康复人才存在
较大缺口，一些本科、专科学校
开设了康复专业，但康复学科体
系尚有待完善。‘十四五’期间，
康复大学即将建成。 我们迫切希
望康复大学不仅能培养康复领
域高端人才，还能带动全国各地
加大康复人才的培养力度。 ”龙
墨说。 （据新华社）

如何预防慢性病致残，怎样减少老年人跌倒致残
七大看点透视《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据中国残联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残疾人约 200 万，进一步做好残疾预防
工作迫在眉睫。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 年)》，为“防残于
未然”提供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