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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5日，全国 8500万残疾人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重
要日子———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本次助残日的主题是
‘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和他们一起努力，同享
生活的温暖和芬芳。

２０22．5.17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段理

04 新闻 NEWS

与残疾人同享生活的温暖和芬芳
———写在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 � 拓渠道、增门路
让更多残疾人享有人生出

彩舞台

“2022－2024 年共实现全国
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100 万人”！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
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引发广泛关注。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残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残联组
织要在摸清残疾人就业底数上
见行动，在准确掌握残疾人就业
基本数据和情况的前提下，实现
残疾人就业服务精准化精细化。
同时，针对部分残疾人文化程度
低、就业能力弱等问题，有针对
性地进行残疾人就业能力提升
工作。

在各级残联等部门的推动
下， 残疾人就业渠道愈发宽广。
打开声卡，点开电脑里的录音软
件，38 岁的马琼对着麦克风开始
录制有声小说。 网络另一端的听
众可能很难想到，这样一位能够
演绎不同角色的音频主播其实
是一位坐着轮椅的截瘫患者。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
发展，许多就业新形态的出现为
残疾人追逐梦想提供了更多机
遇和可能，也成为推动残疾人就
业工作的重要发力点。

逐梦之路不只在互联网延
伸。 为正向激励用人单位稳定招
用残疾人就业， 北京采取直接补
贴的方式， 对用人单位招用残疾
人一年给予 6倍月最低工资的岗
位补贴。2021年，全市享受补贴用
人单位有 9800 家， 补贴金额达
4.72亿元，惠及残疾人 3.76万人。

在成都市锦江区，当地残联
设置包括就业意愿评估、岗位能
力评估、心理状态评估在内的就
业能力评估系统， 已帮助近 30
名心智障碍残疾人完成职业生
涯规划。

据中国残联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
业人数已达到 881.6 万人。

无障碍，广扶助
营造扶残助残友好氛围

在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上，

中国冬残奥运动员不断突破自
我，在金牌榜、奖牌榜居第 1 位，
取得了我国参加冬残奥会的历
史最好成绩。

当冰雪之梦照进现实，残疾
人运动员不仅成就了更好的自
己，还带动了全社会对残疾人这
一群体的广泛关注。

作为北京冬残奥会举办
地，北京开展全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 2019-2021 年专项行动，
累计整治整改点位 33.6 万个；
张家口为迎接冬残奥会改造
盲道 358.58 千米 、 缘石坡道
4422 处。

在北京冬残奥会带动下，全
国无障碍设施覆盖率持续提升。
全国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
有 81%的出入口、56%的服务柜
台、38%的厕所进行了无障碍建
设和改造。

此外， 视力残疾人等阅读
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教
育的权利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保
障。 2022 年 5 月 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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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我国生效， 我国是该条约第 85
个缔约方。

“马拉喀什条约对我国生效
后，将极大丰富我国阅读障碍者
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其受教育
程度。 ”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办好特殊教育，事关保障残
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有利
于增加残疾人家庭福祉、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

不久前，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教育部等部门《“十四五”特
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行
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国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要达到 97%， 非义务教育阶段
残疾儿童青少年入学机会明显
增加。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
通过求学改变命运。 2021 年，全
国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在校
生 11847 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
校在校生 17934 人 。 全国有
14559 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
录取，2302 名残疾人进入高等特
殊教育学院学习。

兜底线、织密网
为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以为要跑好几趟，没想
到这么容易就办好了！ ”

来自重庆的靳先生是一位
残疾人，他们一家已在广东珠海
生活多年，但户口仍在老家。 根
据以往规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
在外地残疾人需返回户籍地提
交申请及相关材料。 2021 年 4
月，伴随着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
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在全国范

围内展开，2021 年 9 月， 靳先生
的妻子在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
民政办仅用了 10 多分钟就为丈
夫完成了申请。 次月，靳先生就
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靳先生的故事是全国开展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

“跨省通办” 的一个缩影。 截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 各地已接收
“跨省通办”申请 1037 例，审核通
过 538 例，有效缓解了残疾人异
地申领补贴面临的“多地跑”“折
返跑”等难点问题。

近日，民政部、中国残联还
联合印发通知， 从 5 月 15 日起
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全程网
办”。 今后，残疾人可全程在线提
交申请、查询、修改补贴证明材
料，实现申领补贴“一次都不跑”
和“不见面审核”。 残疾人获得
感、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以高效便捷的服务便利残
疾人，以精准到位的保障温暖残
疾人。

截至 2022 年 4 月底，残疾人
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约
1200 万名困难残疾人、1500 多万
名重度残疾人。 此外，截至 2021
年底，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 90%、 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 95%。 保障
之“网”愈加密实，为残疾人托起
“稳稳的幸福”。

（据新华社）

在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
来临之际，中国残联召开全国助
残日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
中国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就
业服务处处长涂强根在回答记
者提问时称，在第三十二次全国
助残日期间，将引导地方以多种
形式开展国有企业安置残疾人
活动，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带头安
置残疾人就业。

残疾人从事一些特定的行
业反而较健全人更具优势

“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
疾人权益” 是今年 5 月 15 日第
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的主题。

一直以来，多部门为用人单
位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企
业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 例如，
一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上
海等地专项招录残疾人公务员
实现突破； 一些互联网企业推
出面向残疾人的云客服、 电子
商务、居家就业等专属岗位，帮
扶残疾人实现就业。 然而，残疾
人就业眼下还面临不少困难和
问题，“体现在未就业的残疾人
残疾程度较重、文化程度较低、
就业能力不足，以及仍然面临着
一些社会偏见和歧视等方面。 ”
中国残联教就部副主任解宏德

直言。
“残疾人虽有身体障碍，但

若能发挥其自身‘代偿功能’，从
事一些特定的行业反而较健全
人更具优势。 ”解宏德举例，如聋
人的形象思维特别发达，且不易
受环境噪音影响，非常适合从事
产品加工、工艺美术、设计类工
作； 盲人的触觉和听觉极其灵
敏，适合从事中医推拿、音乐类、
语言类工作等。

据了解，用人单位履行招录
残疾人的法定义务，不但能够减
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符合条件
的还能享受税收优惠、残疾人员
工社会保险补贴、 岗位补贴、政
府优先采购等扶持政策。 江西赣
州一家国有企业相关负责人称，
残疾人员工更加珍惜来之不易
的工作机会，对用人单位极其忠
诚，工作稳定性强，离职率低，其
自立自强的精神也是对全体员
工的鞭策和激励。

将对全国 800 余万未就业
残疾人开展调查 摸清需求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 8500 多
万残疾人。“十四五”以来，有关部
门从全局上谋划、 从重点难点上
发力， 已密集出台了 6 份重要文
件，推动残疾人就业再上新台阶。

解宏德表示，中国残联将进
一步依法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
强化残疾人就业服务。 在推动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
排残疾人就业方面，确保“十四
五”期间编制 50 人（含）以上的
省级、 地市级机关和编制 67 人
（含）以上的事业单位（中小学、
幼儿园除外）， 至少安排 1 名残
疾人就业。

涂强根表示， 截至 2021 年
底，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安置就
业的比例达到 30.16%，月薪资在
2000 元至 6000 元的达到 87%，
十个省市按比例安置超过 60%。

接下来，中国残联还将对全
国 800 余万未就业残疾人开展

调查，摸清需求，集中精力帮助
具备就业条件和就业意愿的残
疾人实现就业。

据了解，2022 年， 应届高校
残疾人毕业生达 29549 人， 相较
去年有所增加。 据介绍，中国残
联将对约 3 万名残疾人应届高
校毕业生开展“一人一档一策”
就业服务。 与此同时，为更加方
便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从
2022 年 5 月 15 日起， 民政部和
中国残联在全国范围内开通残
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全程网
办”服务。

首次将残疾人作为重点群体
纳入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中

据涂强根介绍，2022 年是落

实《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
案》的第一年，在第三十二次全
国助残日期间，将启动国有企业
线上招聘会活动，引导地方以多
种形式开展国有企业安置残疾
人活动，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带头
安置残疾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助
残日”活动期间，将开展 2022 年
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这是
首次将残疾人作为重点群体纳
入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中。

中国残联从全国征集了安
置残疾职工多、 社会影响大的
100 家企业或就业创业示范基
地以及 100 名自主创业残疾人
典型个人，将开展“双百”宣传
活动。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中国
残联将适时开展线下活动。 通
过现场开展残疾人就业服务成
果展、 残疾人技能人才展、就
业示范单位展，举办残疾人专
场招聘会 、 残疾人就业研讨
会，搭建助残就业项目服务平
台 ， 交流助残就业项目等形
式，使社会更全面了解残疾人
就业， 帮助尽可能多的残疾人
实现就业，促进企业发展，带动
更多就业。

（据央广网）

中国残联推动国有企业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

5 月 13 日，中国残联召开全国助残日新闻发布会（图片来源：央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