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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残联函 (⒛21)19号

中山市残联关于中山市十五届人大八次

会议建议第⒛犭1O1号的答复

叶旺娟等代表 :

你们提出的 《要求加强我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的建议》

收悉,所提建议很有建设性,现综合市卫健局、市民政局的意

见,答复如下 :

一、社区康复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高

目前,市残联与卫健部门联合认定的定点康复机构,有市、

镇街医院⒛ 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3家。其中石岐区 3家、东

区 3家、西区 1家 、火炬区 4家 、小榄镇 2家 、南朗镇 2家 、

坦洲镇 2家 、古镇镇 1家、三乡镇 1家、东凤镇 1家、港 口镇 1

家、南区 1家 、板芙镇 1家。2茌 个镇街设置的社区康复站室有

83家 (含定点的 3家 ),其 中南朗镇数量最多,有 14家 ;社 区

康复员为 172人 ,其 中,东凤、南朗两个镇街人数最多,分别

有 14人。

市卫健局在全市建有的 80家公办、民办医疗康复机构中设



置康复科,其 中镇街医院 43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4间 ,社

区卫生服务站 2间 ,其他医疗诊所或机构下属医务室或门诊部

11间 ,进一步拓宽康复服务供给能力。

市残联于 zO17年修订出台 《中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对
“7岁 以上 (含 17岁 以上)残疾人的康复需求服务

”
给予政策

扶持:残疾人到定点机构康复可享受扣除医保后自付部分 6000

元/年 的补贴;每月到康复站康复 10次 以上,可享受每月 300

元的康复服务。

市民政局做好我市儿童福利院内残疾人、社会福利院内残

疾人、流浪乞讨残疾人资格认定及康复工作,提高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力度。从 ⒛19年起,我 市将非

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保障范围。⒛21

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从 ⒛⒛

年的每人每月 175元 、235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181元 、243元 。

市卫健局根据上级要求,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资金逐年增加,⒛⒛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

补助资金不低于 74元 。

二、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市卫健局把残疾人康复服务纳入中山市公共卫生和社区基

本医疗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促进社区重视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

目前9我市已建有一家专业性的社区康复机构——中山市

苏华赞医院。市卫健局在全市各镇街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设置康复科。针对 目前社区康复医疗服务基础薄弱,功 能存在

短缺,机制建设不够健全的问题,市残联联同市卫健局、市民



政局召开专题工作座谈会,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市、镇 (街 )、

村 (社 区)三级残疾人及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工作机制,加

强资源统筹、信息共享、工作协调,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组织开展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各镇街依托镇街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康 园中心 )

的现实条件建立 2到 3个社区康复站 (室 ),承担残疾人社区康

复服务工作。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标准)

落实的通知》,推动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落实。

市卫健局加大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互联网+护理

”
服

务力度,为 残疾人提供康复。市残联根据 《中山市残疾人保障

办法》的补贴政策,以康园工疗、社区康复站康复、居家康复

等形式,为 残疾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三、社区康复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加强

市卫健局充分发挥医学会、康复协会以及康复医疗机构的

作用,加大社区残疾人康复服务医护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社

区残疾人康复服务整体水平。从 ⒛16年起,市卫健局每年均举

办家庭医生骨干培训班,其 中⒛⒛ 年共有 220人次参加线下实

践培训,共有 550人参加线上直播培训,建立起家庭医生培训

长效机制。

市残联主抓社区康复的管理者、康复员、康复协调员的业

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每年都委托市残疾人康复

中心进行基层康复技术人员培训班,提升基层康复技术人员的

业务水平。

⒛⒛ 年 5月 15日 ,在市残疾儿童教养学校举办了一期助残



政策宣讲活动,为 该校教师开展残疾人政策、精准康复服务、

残疾预防等培训,向 学校教师解读相关政策和申请流程,普及

残疾儿童相关的抢救性康复政策,加强工作业务培训。

⒛⒛ 年 9月 28日 ,在全市残疾人专职委员培训班上,为 全

市残疾人工作者 300多 人讲解残疾人精准康复业务、残疾人证

业务,让新一批的残联专职委员熟悉康复工作业务。

委托市第三人民医院举办⒛⒛ 年中山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管理治疗工作培训班,对各镇街 175名 精防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培训,提升基层精防工作人员的精神卫生专业知识和技能,提

高社区精防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数据质控能力,要求对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做到
“
八应八尽

”:应知尽知、应治尽治、应训尽训、

应护尽护、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应支尽支、应建尽建。

⒛⒛ 年底举办残疾人证三代证工作业务培训班,180多 名

评残医生参加的。

⒛21年 4月 ,举办康复协调员培训班,聘请了省残联的专

家来授课,共有 58人参加。

四、残疾人康复工作调研力度不断加大

为了进一步加太对残疾人康复工作力度,给残疾人提供便

利、及时、有效的社区康复服务,规范和管理精准康复服务 ,

为科学制订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
“
十四五”

规划打好基础。今

年上半年,市残联加大工作调研力度,积极到省残联业务主管

部门请示汇报,了 解最新的政策要求;到江门市残联取经学习,

了解康复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到全市 24个镇街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站 )、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工疗站 )、 村 (社 区)党群



服务中心开展工作调研,重 点了解各镇街社区康复工作、残疾

人精准康复等残疾人康复工作情况;召 集定点康复服务医院和

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举行座谈会,探讨调整我市残疾人康复

训练、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救助等的申报、

审批流程,由 现行的后置审批调整为前置审批,采取与机构结

算的方式,减轻残疾人垫付康复经费的压力。

五、社区康复扶助政策宣传力度不断加大

市残联每年都组织入户需求调查,掌握残疾人康复需求 ,

提供精准的服务。积极开展康复及残疾预防宣传活动,⒛⒛ 年 ,

市残联多方面加强康复宣传教育工作。

一是开展第 21个全国
“
爱耳 日”宣传。在 3月 3日 至 7日

期间,结合疫情的形势,以 “
爱耳 日

”
为契机,因 时制宜,利

用市残联微信公众号,采取线上宣传教育为主的活动形式,使

广大残疾人朋友们能在线上学习爱耳护耳,防护抗疫的知识。

本次线上活动点击率达 22狃 人次,吸引了 1749人参与,共派

发 586个红包,活动得了广大市民和残疾朋友们的积极响应。

二是开展第四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为了更好的增强全

社会残疾预防意识,市残联于 8月 22日 至 28日 期间,通过线

上+线 下的活动形式,开展了
“
预防残疾,从儿童早期干预做起

”

中山市第四次全国残疾预防日系列活动,深受群众欢迎。本次

宣传活动,共派发宣传海报 25套 ,宣传册 1500份 ,宣传袋 1500

份,1059个红包,线上线下共计 16682人参与此次的活动。本

次线上活动点击率达 427144人次,活动得了广大市民和残疾

人朋友们的积极响应,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8月 22日 上午



和 8月 25日 上午,市残联分别在港口镇港口社区和博爱医院儿

童康复科举办了两场预防日线下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悬挂横幅等形式,向 群众、残疾儿童家长、孕妇等重

点人群宣传解读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康复知识等残疾预防核

心内容和 《中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中山市残疾人精准康复

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让残疾预防知识深入人心。

三是开展第三十次 “全国助残 日”政策宣传。为关爱残疾

人,提高残疾人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掌握残疾人的健

康状况,5月 20日 、25日 ,市残联联合易速康 (珠海)健康管

理中心,以 “
助残 日

”
为锲机,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公益体检活

动,共有 100名 残疾人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过现场体检的方式 ,

让残疾人及早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为 残疾人疾病预防、治疗

和康复提供依据。通过政策问答的互动游戏,宣传 《中山市残

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中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

等政策知识,提高残疾人对残疾人康复及保障政策的知晓度。

四是组织各类康复及残疾预防宣传活动。组织康复社工分

别到社区村民家中、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医院、活动广场等

进行康复政策宣传。5月 6日 ,沙溪乐群村林贤桂因村民对评残

产生异议,入户进行调查了解宣传政策;5月 8日 ,到 市博爱医

院进行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康复政策宣传调研;6月 1日 在博爱

医院为残疾儿童举行了一场
“
童心童趣,欢度六一”

游园活动 ,

100多 名在该院进行医疗康复的儿童及其家长参加;6月 3日 ,

到西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医院进行辅助器具、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评残政策宣传调研;6月 5日 ,到 国丹中医院、爱达



康康复医院、火炬开发区医院、火炬开发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

心进行残疾人精准康复政策宣传调研;6月 19日 ,到 南区开展

主题为
“
义心助残,情暖端午

”
义工探访康复政策宣传活动;7

月份,编印 《残疾人康复政策知多 D》 ,分别发给各镇区残联、

评残医院、定点康复机构共 80多 个单位,为 ⒛00多 名残疾人

提供了书面的政策引导,提高了残疾人康复政策的知晓率;11

月 28日 ,在远洋城广场参与国际残疾人日服务集市活动,宣传

助残康复政策。

六、下一步工作规划

(一 )科学规划残疾人事业发展。为了不断提升我市残疾

人康复服务供给能力,市残联计划将
“
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

”

纳入中山市残疾人事业发展
“
十四五”

规划,建章立制,完善

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助残机构投身到残疾人康复服务当中。

(二 )修订相关残疾人扶助政策。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同

意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按照法定程序积极稳妥地推进 《中山

市残疾人保障办法》《中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和《中

山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实施办法》修订工作。加大对

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制订出适应市情

的康复救助标准,有效地保障残疾人的康复服务。近期将与相

关部门联合发文出台 《中山市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办

法》,规范我市残疾人定点康复机构的管理。

(三 )开展定点康复机构评审。委托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聘

请卫健系统的专家,对 申报定点的康复机构进行现场评审工作 ,

调整我市定点康复机构的规模,满足残疾人就近康复的需要。



(四 )完善社区康复服务体系。依托卫健部门建设残疾人

社区康复服务质量控制及管理体系。发挥医学会和康复协会等

社会团体作用,制定出台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诊疗技术规范 ,

建立社区康复功能评定体系和流程指南,规范残疾人康复档案

管理。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率。

(五 )积极推进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市民政局、

市卫健局、市残联将整合资源,积极推进残疾人及精神障碍患

者社区康复工作,针对薄弱环节,加强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 ,

健全各级康复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市残疾人及精神障碍患者社

区康复水平。

(六 )加大残疾人扶助政策的宣传。积极推广
“
粤群通

”

平台的使用,以 网格化管理的模式,将全市残疾人加入进
“
粤

群通
”
平台,及时向广大残疾人宣传扶助政策。在中山电台举

行
“
爱满中山”

等栏目中,积极宣传残疾人扶助政策及残疾人

的先进事迹。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的关

心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胡庆祥 88830⒛7 15016175492)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各会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