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
一年。 这一年，残疾人事业取得六大进展：一是中央及地方陆续发布“十

四五”残疾人相关规划，谋划布局残疾人事业发展；二是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全面推开，康复
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纳入支撑；三是残疾人“两项补贴”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力度不断加
强；四是北京、河南、江苏探索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为出台全国政策提供实践经验；五是无障
碍环境建设多方面取得新进展，北京、深圳发展突出；六是残奥会、残运会等赛事活动举办，残
疾人体育展风采。

2022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趋势：一是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将统筹推进多元化发展；二是残
疾人托养照护日益受到重视，服务体系逐步建立；三是无障碍环境建设快速发展，阅读无障碍
将取得突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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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局之年残疾人事业谋篇布局
公共服务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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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残疾人事业进展
（一 ）中央及地方陆续发布

规划及相关实施方案，谋划布局
“十四五”残疾人事业发展

以“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
发展规划为引领，为保障各项工
作顺利落实，中国残联等部门在
残疾人康复、托养照护、无障碍、
文化服务等领域相继发布 8 项
“十四五”实施方案。

其中，残疾人康复服务实施
方案明确， 到 2025 年有需求的
持证残疾人和残疾儿童接受基
本康复服务的比例达 85%以上，
残疾人普遍享有安全、有效的基
本康复服务；阳光家园计划—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
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中央财
政资金补助和支持的服务对象
不少于 100 万人次；省级盲人按
摩医院建设方案明确在全国建
设 10 所左右省级盲人按摩医
院； 无障碍环境建设明确，到
2025 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保
障机制更加健全， 无障碍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 信息
无障碍服务深度应用， 无障碍
人文环境不断优化， 支持 110
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
无障碍改造； 残疾人信息化建
设明确， 以残疾人大数据为核
心，形成一个大数据平台、一套
数据表和一张服务网的残疾人
事业信息化发展新格局； 残疾
人文化服务明确， 到 2025 年，
基本形成城乡均衡、便利可及、
供给丰富、 保障有力的残疾人
文化服务体系； 教育方面，“十
四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
展，继续实施“残疾人事业彩票
公益金助学项目”， 提升残疾人
群体特殊教育普及水平、条件保
障和教育质量。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上海、
河北、吉林、山东、江苏、江西、河
南、甘肃、天津、河北、内蒙古、黑
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
南、贵州、陕西、宁夏等 20 省份
相继公开发布“十四五”残疾人
事业发展规划。

（二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全面推开，康复专业技术人员
规范化培训纳入支撑

社区康复服务是精神障碍
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
适应能力，最终摆脱疾病、回归

社会的重要途径。 民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此前联合
印发《关于印发<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工作规范>的通知》及
《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 为全国开展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
和操作规范，建立政府购买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制度。

截至 2021 年 12 月，天津、福
建、河南、湖北、重庆、海南、四
川、宁夏已先后出台落实民政部
等印发的《关于加快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
80%县（市 、区）将广泛开展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全国三
分之一省份建立了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机制，福建、吉林、辽宁、
江苏、广西、重庆、青海、湖南、
江西等省（区、市）开展了示范创
建工作。

在康复人才培养方面，中国
残联办公厅确定第一批视力残
疾康复基地、听力语言残疾康复
基地、肢体残疾康复基地、智力
残疾康复基地、精神残疾康复基
地、孤独症康复基地、辅助器具
适配基地七类共计 10 家单位为
第一批全国残联系统康复专业
技术人员国家级规范化培训基
地，为开展全国残联系统康复专
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提供技
术支撑。

（三 ）残疾人 “两项补贴 ”进
一步完善 ， 社会保障力度不断
加大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进一步
完善。 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
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 残疾人
生活补贴覆盖范围可向低保边
缘家庭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
人延伸，护理补贴覆盖范围可向
三、四级智力及精神残疾人或其
他残疾人延伸。“十四五”期间将
持续健全完善保障功能有效发
挥、运转机制高效顺畅、管理服
务精准便民的残疾人两项补贴
制度。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
1189.5 万困难残疾人、1489.8 万
重度残疾人分别享受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22 个省份实现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标准动态调整。
为完善工作程序，民政部办

公厅、 中国残联办公厅联合发
文，要求全面开展残疾人两项补
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明
确自 2021 年 4 月 22 日起申请
人可以向全国范围内任何街道
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
残疾人两项补贴受理窗口提出
申请，不受户籍地限制。 北京、
上海、江苏、江西、广东、四川、
福建、重庆 、黑龙江 、青海 、新
疆兵团等率先落实，全国超过
三分之二的省市已落实残疾
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
通办”。

（四 ）北京 、河南 、江苏探索
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为出台全
国政策提供实践经验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残联四部
门 2021 年 5 月联合印发《“十四
五”时期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
程实施方案》，2021 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 共明确安排 28 亿
元，支持儿童福利、未成年人保
护、残疾人康复、残疾人托养设
施等项目共 265 个。 在河南驻马
店上蔡县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
模式、 山东省聊城市集中供养+
邻里互助模式、重庆市奉节县建
设养护中心对贫困失能人员实
行集中供养等典型探索基础上，
今年以北京、河南、江苏等省份
为代表探索开展重度残疾人的
照护，为全国托养照护服务提供
实践经验。

北京面向残疾等级为一、二
级的视力及肢体残疾人或残疾
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残疾
人及精神残疾人，根据经济状况
进行差异化补助，补助资金直接
抵扣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初步
建立了普惠型的照护服务保障；
河南省财政出台文件支持农村
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将农
村 16 周岁以上一、 二级持证重
度残疾人实现全部兜底， 按照

“财政安排一部分、 部门统筹一
部分、家庭负担一部分、社会捐
赠一部分”的原则，确立对农村
重度残疾人的经费分担比例；江
苏省政府明确，将 16 至 59 周岁
无业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
疾人纳入保障，推广“轻残助重
残”模式互助服务，安排轻度残
疾人、残疾人家属、低收入家庭

人员等提供托养服务。
（五 ）无障碍环境建设多方

面取得新进展 ，北京 、深圳发展
突出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为包括
残疾人在内一切需要的社会成
员平等参与社会、实现融合发展
的重要举措。 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央网
信办等 13 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
《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五”实施
方案》，围绕立法、工作机制、政
策和标准体系、城乡基础设施无
障碍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信息无障碍建设与
监管、提高全社会无障碍意识等
方面制定全方位推进措施。 工信
部明确《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
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进
一步部署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
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
工作。 在实践倡导方面，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表彰 72 个全
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市县村镇及
74 个全国无障碍环境达标市县
村镇。

地方不断探索，形成较好的
无障碍建设经验。 2021 年 9 月，
北京通过《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推进冬奥会、冬残奥会
场馆无障碍建设，全面提升我国
无障碍公共服务水平，树立中国
人文形象；深圳正式实施《深圳
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
例》， 该条例为全国首部无障碍
城市建设立法，也是首次在我国
提出无障碍城市理念。 无障碍建
设已从单纯物理层面的无障碍，
向科技、信息、社会、人文等全方
位发展。

（六）残奥会、残运会等赛事
活动举办，残疾人体育展风采

残疾人体育事业是国家体
育事业和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第十六届残奥会、全
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
奥会上， 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取
得非凡成就。 为迎接和助力北
京冬残奥会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 全国范围内
将开展第六届中国残疾人冰雪
运动季， 以带动更多残疾人康
复健身、融合社会，增强残疾人
体育者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为
举办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营
造良好氛围。 系列赛事体育活

动展示了残疾人运动员奋勇拼
搏的风采， 实现运动成绩和精
神文明双丰收。

二、2022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
趋势

（一 ）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
将统筹推进面向多元化发展

以突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为导向，残疾人扶贫、教育、
托养照护、就业、康复、文化体
育、无障碍环境、残疾预防、维权
等方面不断推进， 中央和地方、
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将促进
残疾人公共服务建设形成统筹
协同与多元供给机制，残疾人公
共服务体系将不断完善，更多残
疾人将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发
展成果。

（二 ）残疾人托养照护日益
受到重视，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不论从多主体参与和社会
化照护服务的政策倡导，还是社
会服务兜底工程实施建设布局
来看，托养问题日益得到国家和
社会重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相适应的
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将不
断完善。 居家服务是最基础的方
式，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服
务机构为居家托养残疾人提供
个性化服务将不断发展。 此外，
相对应的评估机制、人才队伍建
设、标准规范等也将在服务中不
断健全。

（三 ）无障碍环境建设快速
发展 ， 阅读无障碍将取得突破
发展

在共享发展理念下，无障碍
建设是残疾人融入社会，获得平
等、共享社会公共资源的最根本
的措施，涉及康复、教育、就业、
出行、公共设施、信息交流等方
面，在不断完善的无障碍法规推
动及冬奥会赛事等宣传背景下，
无障碍建设将实现快速发展。值
得注意的是，2021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关于为盲人、视力
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
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
的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条约
将于 2022 年 3 月至 4 月在全
国范围内落地实施， 为阅读障
碍者参与文化共享提供版权便
利， 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
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将进一步得
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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