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文件

乐市残联〔2018〕13 号

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印发《2018 年残疾人民生工程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残联，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市残疾人康

复就业服务中心：

按照市委、市政府和省残联的安排部署，现将《2018 年残

疾人民生工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确保

完成目标任务。

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3月21日



- 2 -

2018 年残疾人民生工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的部署

要求，2018 年实施以“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扶持农村贫

困残疾人发展生产、为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基本型辅助器

具、救助贫困家庭脑瘫儿童、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救

助贫困家庭重度听力残疾儿童”为内容的民生工程，继续深

化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在民生工程工作中的推动作用，全力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目标任务

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 19800 人；扶持 4200 名农村贫困

残疾人发展生产；为 3341 名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基本辅

助器具；救助 200 名贫困家庭脑瘫儿童；为 742 户有需求的

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救助 41 名贫困家庭重度听力

残疾儿童。各县（市、区）残疾人民生工程任务见附件一。

三、对象范围

（一）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

具有乐山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年满 16 周岁以上，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并有就业

意愿的残疾人。

（二）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

具有乐山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国定贫困线 3600 元以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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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困难的农村残疾人。

（三）为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基本辅助器具。

具有乐山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有基本辅助器具需求，生活贫困，无经济能力的

残疾人。

（四）救助贫困家庭脑瘫儿童。

具有乐山市户籍，经市“救助工程”项目专家组确诊

为脑瘫，0-12 岁的有康复潜力和康复价值，自愿申请的贫

困家庭和福利机构内的脑瘫儿童。

（五）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具有乐山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残疾人：1.对无障碍设施

有需求意愿；2.居住环境具备改造条件；3.生活贫困，无

经济条件对其居住环境改造。

（六）救助贫困家庭重度听力残疾儿童。

具有乐山户籍，年龄在 1—6 周岁（不满 7 周岁），根

据患儿家长申请，提供人工耳蜗手术、助听器适配、听力

语言康复训练服务。

四、工作内容

（一）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

帮助残疾人选择和从事适合的居家灵活就业和创业项目，

可重点引导政策就业、援助就业、培训就业、推荐就业、家庭

手工业、服务外包、社区服务业、中介服务、电子商务等，激

活残疾人就业存量，扩大残疾人就业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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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

采取实物扶持、基地扶持、危房改造、技术培训、部门帮

扶、专合组织扶持等方式，千方百计帮助农村贫困残疾人扶贫

解困。扶持经费用于实物扶持、基地扶持、危房改造、实用技

术培训等。

（三）为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基本辅助器具。

深入城乡残疾人家庭，了解残疾人具体需求，对符合受助

条件的对象填写《四川省残联 2018 年度辅助器具申请、适配登

记表》（附件 2），汇总确定应配发或应适配的辅具类别、型

号、数量，统一组织购买配发给城乡有需求的贫困残疾人。

（四）救助贫困家庭脑瘫儿童。

符合救助条件对象的家长或监护人填写《四川省贫困家庭

脑瘫儿童康复救助工程申请审批表》（附件 3），由县级民政

部门对其家庭贫困状况进行甄别，县级残联进行审核和确定本

级救助金额，经公示一周，无异议者持《四川省贫困家庭脑瘫

儿童康复救助工程申请审批表》和《四川省贫困家庭脑瘫儿童

救助工程专用诊断证明书》（由定点机构提供）到市残联进行

认定，随后到定点机构进行康复救助。该项目具体实施办法按

乐市残联〔2012〕30 号、乐市残联〔2013〕29 号等文件执行。

（五）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从以下内容中选择实施：1.出入口改造。台阶改坡道

或设置轮椅斜坡板；楼梯、过道加设扶手；地面平整硬化；

铺设提示盲道等。2.户门改造。户门加宽便于轮椅通行；

剔除门槛；加设扶手、门把手、低位窥视镜、闪光门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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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实现无障碍通行。3.卧室改造。入门加宽；加设扶手、

低位电源开关、呼叫铃、护理床等。4.卫生间改造。入门

加宽；洗脸台低位改造，安装拨杆式或单阀式水龙头；安

装热水器；地面防滑改造；蹲便器改坐便器；安装扶手抓

杆、淋浴椅、紧急呼叫装置、拨杆式淋浴阀。5.厨房改造。

入门加宽，灶台、厨柜、水池等低位改造，方便坐轮椅者

使用；设置呼叫铃、拨杆式或单阀式水龙头等。该项目具

体实施办法按川残办〔2014〕94 号文件执行。

（六）救助贫困家庭重度听力残疾儿童。

人工耳蜗手术：经四川省定点筛查机构（省八一康复

中心、省聋儿康复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确定手术对

象，由四川省手术定点机构（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承担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听力语言康复训练和助听器适配：年龄在 1—6 周岁

（不满 7 周岁），根据患儿家长申请符合条件的送到市残

疾人康复就业服务中心进行助听器适配和听力语言康复

训练服务。

人工耳蜗手术经费和康复训练费用由中残联承担，听力语

言康复训练费用由市残联承担，助听器适配费用“七彩梦”

项目由中残联承担，其他费用由各地残联承担。

五、资助标准

（一）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

居家灵活就业按照人均不低于 500 元/人。年标准扶持，

经费由市级 25%、县级 75%分担；扩权县经费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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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统筹集中使用，用于集中安置、带动辐射残疾人就业

和发展的企业、农村专合组织发展扶残产业。

（二）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

按照不低于 1900 元/人。年标准扶持，经费由市级 25%、

县级 75%分担；扩权县经费自筹。

（三）为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基本辅助器具。

按照人均不低于500元/人。年标准扶持，经费由市级 25%、

县级 75%分担；扩权县经费自筹。经费用于购买残疾人基

本辅助器具。

（四）救助贫困家庭脑瘫儿童。

按照人均 20000 元/人。年标准补助，其中，省残联补助

10000 元/人·年，市、县两级 10000 元/人·年（非扩权县按

市级 25%、县级 75%分担，扩权县经费自筹）。救助经费主要用

于脑瘫儿童手术、康复训练和辅器适配。救助步骤严格按医保

报销——民政医疗救助——政府救助金救助程序进行。

（五）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无障碍改造国家项目补助标准为 6000 元/户，其中中

央补助 3500 元/户、省上补助 2500 元/户。请金口河区、

沐川县、马边县、峨边县按照此标准实施。

（六）救助贫困家庭重度听力残疾儿童。

人工耳蜗手术和术后康复训练费用由中残联和省残联共同

承担。听力语言康复训练费用由市残联承担，助听器适配费

用及患儿人工耳蜗评估往返交通费由各地残联承担。

六、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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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市委、

市政府考核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提高

认识、精心组织、加大力度、狠抓落实，把残疾人民生工程列

入当地党委、政府民生工程范畴，统一安排，统筹实施，并纳

入目标管理，实行绩效考核。

（二）加强领导。

建立以县（市、区）分管领导为组长，残联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人员为成员的民生工程工作领导小

组，强化职责，明确责任分工，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统筹协调民生工程实施和推进，监督检查项目落实情况。

在安排项目时，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帮助贫困残疾

人脱贫致富。

（三）强化宣传。

要主动与新闻媒体进行对接，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民生政

策，要善于发现民生工程工作中的真情实感，善于通过新闻媒

体扩大宣传深度和广度，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

展的良好氛围；今年，各地必须要有一篇残疾人民生工程信息

动态刊登在市级主流媒体报刊上。

(四) 加强督查。

民生工程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各地必须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必须按照要求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必须及时将资金或物资发放到人（户），不得截留和挪用，不

得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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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并严肃处理；市残联将严格按照乐委办〔2016〕14 号、

乐府督查通知〔2016〕5 号文件要求，对各地民生工程推进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对进度和质量不理想的进行通报，限期整

改，确保所有县（市、区）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五）实施步骤。

各地必须在3月1日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从 3月份开始，

每月 25 号前上报民生工程进度，报送当地政府民生工程

任务进度必须与平台一致。6 月 30 日前所有项目进度必须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9 月—10 月为自查自纠阶

段，针对前期工作进行分析检查，重点是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基本完成目标任务；11 月 30 日前

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市残联将对各地项目完成情

况进行验收评估。

（六）材料上报。

今年民生工程完成情况数据全部采用“量服”平台数据，

各地要将民生工程完成情况及时录入“量服”平台，并依据“量

服”平台数据，于每月 25 日前将《2018 年乐山市残疾人民生

工程 月完成情况表》（附件 4）和《2018 年乐山市残疾人民生

工程 月资金落实情况表》（附件 5）上报市残联康就科；12

月 15 日前上报民生工程总结。

附件:1.2018 年乐山市残疾人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分解表

2.四川省残联 2018 年度辅助器具申请、适配登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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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贫困家庭脑瘫儿童康复救助工程申请审批

表

4.2018 年乐山市残疾人民生工程 月完成情况表

5.2018 年乐山市残联系统民生工程资金落实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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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3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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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 年乐山市残疾人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分解表

项目

区县

城乡残疾

人居家灵

活 就 业

（人）

扶持农村

贫困残疾

人发展生

产（人）

为贫困残疾

人适配亟需

的基本辅助

器具（人）

救助贫困家庭脑

瘫儿童（人） 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

改造（户）

救助贫困家庭重度

听力残疾儿童（名）

目标数
其中：手

术数
目标数

其中：人

工耳蜗手

术数

市中区 2880 588 468 28 2 5 1

五通桥区 1780 378 300 18 2 4 1

沙湾区 920 210 167 12 2 2 1

金口河区 370 84 70 3 1 21 1

峨眉山市 2540 504 415 24 2 5 1

犍为县 3000 672 535 35 3 6 1

井研县 2660 546 419 25 2 5 1

夹江县 2000 420 334 20 2 5 1

沐川县 1560 336 267 13 1 230 3 1

峨边县 800 168 134 11 1 128 2 1

马边县 1140 252 200 9 1 363 2 1

高新区 150 42 32 2 1 1

全市 19800 4200 3341 200 20 742 4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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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川省残联 2018 年度辅助器具申请、适配登记表

填表单位（公章）：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男□ 女□ 民族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邮政编码

残疾类别
□视力残疾：○盲 ○低视力 □听力残疾□肢体残疾：○偏瘫 ○截瘫 ○脑

瘫 ○截肢 ○儿麻 □多重残疾 □其他

需求情况
类别：□假肢及矫形器类 □生活自理类 □个人移动类

□信息交流类 □助视器 □助听器 □其它：

适配登记表

适配辅助

器具记录

产品名称、型号 数量 适配时间 本人签字

装配假肢

记录

名称

□大腿 □小腿

□膝离断 □髋离断

□装饰手 □功能性上肢

数量 装配时间 本人签字

部位 □左 □右

装配矫形

器记录

次数 装配矫形器 数量 装配时间 本人签字

1 □下肢 □上肢 □脊柱

2 □下肢 □上肢 □脊柱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

1.此表由定点服务机构填写，一式 2 份，1 份存档，1 份报所属地区残联备案审核录入数据库，

汇总上报省残联。

2.填表时用√在□或○符合项中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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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四川贫困家庭脑瘫儿童康复救助工程申请审批表

申请救助事项

脑瘫儿童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 户口：□农业户 □非农业户

享受医疗保险情况：□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享受医疗救助 □享受其他保险 □无医疗保险

申请救助类型： 康复训练□ 手术治疗□ 辅助器具□

申请救助金额： 小写： 大写：

监护人信息

监护人姓名（或福利机构全称）：

监护人住址： 联系电话：

监护人签字： 福利机构（公章）：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低收入或贫困家庭

年 月 日

县级民政部门审核意见

县民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残联审核意见

县级残联（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级残联审核意见

市（州）级残联（公章）：

年 月 日

省“救助工程”项目办意见

省“救助工程”项目办（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福利机构内脑瘫儿童，由其主管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残联审核。

2. 本表作为原始依据，一式三份，县或市级、省项目办、定点机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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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8 年乐山市残疾人民生工程 月完成情况表

区县

项目

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

（人）

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

生产（人）

为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

基本辅助器具（人）

救助贫困家庭脑瘫儿童

（人）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户）

救助贫困家庭重度听力残

疾儿童（名）

目标数
完成

数

完成

比例
目标数 完成数

完成比

例
目标数

完成

数

完成比

例

目标

数
完成数

完成比

例

目标

数
完成数

完成比

例

目标

数
完成数

完成比

例

市本级

市中区 2880 588 468 28 5

五通桥区 1780 378 300 18 4

沙湾区 920 210 167 12 2

金口河区 370 84 70 3 21 1

峨眉山市 2540 504 415 24 5

犍为县 3000 672 535 35 6

井研县 2660 546 419 25 5

夹江县 2000 420 334 20 5

沐川县 1560 336 267 13 230 3

峨边县 800 168 134 11 128 2

马边县 1140 252 200 9 363 2

高新区 150 42 32 2 1

全市 19800 4200 3341 200 74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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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8 年乐山市残联系统民生工程资金落实情况表

区县

城乡残疾人居家

灵活就业及创业直补资金

农村贫困残疾人扶贫解困

（人）

为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

的基本辅助器具（人）

救助贫困家庭

脑瘫儿童（人）

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

实施无障碍改造数（户）

救助贫困家庭重度听力残

疾儿童（人）

目标数

经费配套（万

元） 目标

数

经费配套（万元）
目标

数

经费配套（万

元） 目标

数

经费配套（万元）
目标

数

经费配套（万元）
目标

数

经费配套（万元）

省 县 省 县 省 县 省 县 省 县 省 县

市中区 2880 588 468 28 5

五通桥区 1780 378 300 18 4

沙湾区 920 210 167 12 2

金口河区 370 84 70 3 21 1

峨眉山市 2540 504 415 24 5

犍为县 3000 672 535 35 6

井研县 2660 546 419 25 5

夹江县 2000 420 334 20 5

沐川县 1560 336 267 13 230 3

峨边县 800 168 134 11 128 2

马边县 1140 252 200 9 363 2

高新区 150 42 32 2 1

全市 19800 4200 3341 200 742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