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韶关市残疾人事业统计分析报告
2019 年，韶关市残人联合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按照市委市政府和中国残联、省残联的部署要求，加快推进残
疾人小康进程，真抓实干，较好地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任
务。
一、扎实做好各项康复工作，让残疾人有更多的幸福感获
得感
（一）加强对康复机构的监督管理。
制定印发《韶关市残疾人精准康复定点服务机构（含民办
和医疗机构）考核办法(试行)》，通过对定点机构进行考核，
提高康复机构的康复效果。举办精准康复业务培训班，对全市
残联系统康复业务人员开展培训。开展全市范围内的疑似残疾
儿童复筛工作。全市共有 651 名残疾儿童在机构接受康复训
练，其中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收训四类残疾儿童 208 名(其中新
收训 61 人，进入普幼普校就读 16 人)，并与市职防院签订了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乳源、乐昌、始兴三地的残疾人康复中心
大楼建设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即将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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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开展精准康复服务。
截至 2019 年底，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20 个，其中，1 个
机构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务，1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
务，12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10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
务，3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6 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
务，6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康复机构在岗人员 367 人，其中，
管理人员 37 人，专业技术人员 257 人，其他人员 73 人。
积极开展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做好残疾人假肢安装工
作，全年共完成假肢矫形器制作 352 具。其中：小腿假肢 38
具、大腿假肢 25 具、上肢假肢 3 具、髋关节假肢 3 具，各式
矫形器 283 具。指导肢残人士康复训练。联合卫生健康部门开
展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督导工作，共为 12443 人提供了康复服
务，残疾人康复服务率达 88.57%，辅具适配率达 85.96%，超
过了省残联规定的 75%的目标。浈江、曲江等地残联扎实开展
重度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
（三）认真做好残疾预防宣传。
开展爱耳日、爱眼日、残疾预防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
向群众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协同广东省公益基金会、广东药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开展“健康大粤▪癫痫病防治慈善基金”项
目活动，对全市范围内的 442 名癫痫病患进行筛查诊断，并提
供援助。开展“助视助行助力脱贫”活动，联系东莞市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资助 30 万元用于 300 位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费用，
资助 3 万元在武江区设立 4 个爱心轮椅免费维修部。新丰县残
联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开展了残疾预防知识讲座，

2

为残疾儿童免费体检。
二、推动教育、就业、培训各项优惠政策落实落地，保障
残疾人各项权益
（一）开展教育助学。
开展“南粤扶残助学工程”，网上申请助学金对象 38 名;
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的实施，为 169 名家庭经
济困难的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做好残疾考
生报考普通高校和省培英中专工作，有 22 名残疾人被普通高
等院校录取。59 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二）做好残疾人就业创业。
严格贯彻落实市委书记李红军同志调研企业有关指示精
神，与武江残联一起，主动服务企业，在龙归、新华、沙洲社
区康园中心建成 3 家“旭日康园中心残疾人扶贫车间”，既帮
助韶关旭日国际有限公司解决了残疾人用工问题，又安排了
165 名残疾人就业。通过开展残疾人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
等方式，促进残疾人就业；推进市残工委成员单位带头安排残
疾人工作，有 10 个单位安排了残疾人工作。全市安排残疾人
就业的用人单位共计 1079 家，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2534
人。本年度完成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222 人，完成农村新增就业
人数为 447 人。协助盲人参加全国盲人医疗考试和申领盲人医
疗按摩资格证书工作。成功举办市首届残疾人“众创杯”创新
创业大赛，全市 118 个项目报名参赛（自强组项目 86 个、助
残组项目 32 个），评出金奖 2 个、出银奖 4 个、铜奖 8 个、优
胜奖 20 个，发放奖金 44 万元。始兴县安排 13.6 万元，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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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残疾人给予 2000-5000 元/人的创业扶持奖励。
（三）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
截至 2019 年底，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50969 名，22029 名 60 岁以下参保重度残疾人中，21724 名得
到政府的参保扶助，享受代缴比例达到 98.6%。4841 名非重度
残疾人享受了个人缴费资助政策。14791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50 个，其中日间照料机构 50 个，2019 年新建 31 个。为 970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20 名残疾人接受居家服务。46 名
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三、以残疾人脱贫致富奔小康为目标，坚决打赢残疾人脱
贫攻坚战
（一）梳理脱贫工作重点。
市残联相继印发了《关于下发<市残联 2019 年脱贫攻坚工
作 计 划 > 的 通 知 》、《 韶 关 市 残 联 脱 贫 攻 坚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8-2020）》等文件，深入基层进行指导和督导。各县（市、
区）残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数据核对、精准扶贫对象疑似
残疾人评残办证、4 类重点人危房存量核实建档立卡等工作。
全市精准扶贫对象新增办证 1117 人；贫困残疾人扶持力度进
一步加大。777 人次农村残疾人接受了实用技术培训，5 个残
疾人扶贫基地安置 25 名残疾人就业，辐射带动 41 户残疾人家
庭增收；共完成 137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投入资
金 2776000 元，234 名残疾人受益。
（二）探索开展“三联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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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组织部安排，5 月，市残联派出一名科长到浈江
区犁市镇驻镇扶贫。市残联在犁市镇探索开展“三联系”（市
残联与犁市镇联系、市残联党支部与犁市镇黄塘村党支部联
系、市残联机关党员干部与犁市镇贫困残疾人家庭联系），多
次组织创业技能培训、走访帮扶、爱心捐赠等活动，为该镇残
疾人、贫困户提供个性化、特需化和专业化精准服务，帮助解
决包括无自来水、无电视、辅具配发和缺少种养、资金、技术
等实际问题。
（三）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扶贫。
市残联联系广东狮子会韶关代表处（筹备处）及粤北、风
采、韶州服务队等机构，争取资金开展扶贫。举行“扶志助飞,
圆梦助学”韶关助学活动资金发放仪式，有 87 名建档立卡的
贫困家庭子女和扶贫对象残疾学生得到资助。制定了消费扶贫
计划，组织市残联干部职工进行消费扶贫，积极组织社会资金
购买农畜产品，确保贫困户增产增收。
四、以维权宣文建设为抓手，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丰富
残疾人精神文化体育生活
（一）做好信访维权工作。
以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为出发点，认真做好维权工作。截
至 2019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3 个，建立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 3 个，办理案件 26 件。残疾人参政议
政工作得到加强，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2 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2 件。无障碍建设法
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共出台了 1 个省、地市、县级无障碍环

5

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11 个地市、县系
统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 2 次，无障
碍培训 56 人次，完成全市 478 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建设改造任务。利用周五信访日扎实开展残疾人信访维权和法
律咨询服务，共受理来信来访 294 余件（次），来电 952 通，
处理 12345 政府热线（网络问政）平台 15 件（次），较好处
理了几宗上访事件。依托市地平线心理中心，设立市残疾人心
理咨询服务站和市残联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基地，为残疾人及其
亲友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做好节日慰问残疾人工作，共慰
问 960 户残疾人家庭。鼓励残疾人报考驾照，对 20 名 2018
年获取小汽车驾照证的残疾人每人补贴 2000 元。
（二）做好组织建设工作。
2019 年，市县乡共成立残联 125 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联已建 10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114
个；社区（村）已建残协 1428 个。
市县乡残联工作人员 354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
选聘残疾人专职委员总计 1561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
领导干部的 1 个，县级配备了残疾人干部的残联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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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证的 77513 人（其中 2019 年新办证 21155 人），办证率
达 40%，居全省前列。
引导残疾人专门协会开展活动。共建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
会 55 个，其中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50
个。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2 个。市盲协、市肢协顺利完成社团注
册登记；新丰县肢协和盲协也开展注册工作，标志着我市专
门协会走向规范化管理。做好自强模范暨先进单位与个人表彰
申报。经市残联推荐，韶关爱尔眼科医院杨泳被评为全国助残
先进个人；新丰县艳兴汽车修配厂李成艳（肢残）被评为广东
省自强模范；武江区惠民街道办事处专职委员邝永华（肢残）
被评为广东省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韶关市作家协会主席荣笑
雨被评为广东省扶残助残先进个人；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武江
区税务局被评为广东省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广东省残疾人粤北
就业培训中心被评为广东省残疾人之家。
（三）推进宣传文化体育工作。
做好残疾人事业的宣传报道。截至 2019 年底，共有地市
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 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地县二级公
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3 个，共开展残疾
人文化周活动 8 场次。省作协、韶关市委宣传部在广州举办作
家王心钢长篇小说《大唐名相》研讨会。与市作家协会、市摄
影家协会开展“我和我的祖国，残疾人自强风采录”主题征文、
摄影比赛活动；策划拍摄了《砥砺前行，同筑小康梦》汇报片
和《残健共融平等相爱》助残公益广告（获韶关市青年公益广
告大赛一等奖）；在省残联举办的建国 70 周年征文赛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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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 22 篇作品获各等次奖；举办市残疾人文化节系列活动和
全市残疾人第二届象棋交流赛。残疾运动员朱佩强在全国第十
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奥会提前批比赛中荣获全国男子
羽毛球双打冠军。成立了韶关市残疾人联合会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和“善
美韶关”主题系列活动。
（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制定印发了《市残联干部政绩档案管理实施方案》、
《市残
联开展干部考验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严格按照选人用人制
度，做好干部选拔培养、市残联职级晋升和直属单位岗位晋升
工作,加强对县级残联和直属单位的指导管理。建立并执行领
导班子每日工作安排互通的制度，严明上班纪律，积极创建模
范机关和开展“双争双促”主题实践活动；组织残联系统干部
到浙江大学进行学习，取得良好效果。指导各县（市、区）开
展了 15 项公共服务事项“一门式一网式”、“马上办”服务模
式工作，方便了残疾人办事。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调研”
工作。强化防范风险意识，将残疾人群体上访、康园中心和康
复机构安全隐患等工作列入风险防控点，及时将风险消除于未
萌，确保残疾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五、残疾人服务设施。
截至 2019 年底，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5 个，
总建设规模 13122.0 平方米，总投资 3260.0 万元；已竣工的
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 7 个，总建设规模 17804.2 平方米，总投
资 507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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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残疾人信息化建设。
截至 2018 年底，1 个地市、1 个县级残联开通网站。

韶关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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