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省队县办冶袁收获射阳健儿的全国赛事野新成果冶

2021 年 10 月 14 日袁 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八届特奥会跆拳道比赛在陕西落下帷幕袁江
苏省残疾人跆拳道队参赛队员摘下 1 银 5 铜计 6 枚
奖牌遥 江苏省残疾人跆拳道队于 2018 年 2 月落户射
阳县少体校袁由县残联尧县少体校组织训练袁是野省队
县办冶 的典型遥 组队时间不长的队伍几年来成绩斐
然袁此前曾先后获 16 枚国家级奖牌袁并选送一名运
动员到国家集训队参训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省残疾人跆
拳道队落户射阳后袁 吸引了一批当地残疾人运动员
加入省队训练袁 今年比赛有 3 枚奖牌的获得者是射
阳籍残疾人运动员遥 在特奥乒乓球赛场上袁我县选手
杨玲斩获 3 金袁为家乡和全省争得了荣誉遥

志愿助残袁创塑服务品牌助力城市文明野新风尚冶

县助残志愿者联合会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志愿者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开展系列卓
有成效的志愿服务活动袁 帮助众多残疾人提振了生
活信心尧提高了幸福感遥 2021 年袁该组织的品牌公益
项目要要要野幸福千万垣冶 成为一颗耀眼的公益服务之
星遥 该项目包含 野残疾人家庭环境改造冶野同在蓝天
下袁 筑梦共成长冶野残疾预防进万家冶 等多个公益品
牌袁通过系列志愿服务活动袁给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带
来切实的改善遥 同时袁在抗疫防疫尧新时代文明实践
等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遥2021 年袁射阳助
残会先后组织活动 120 多场次袁 开展志愿服务时长
约 3500 小时袁惠及残疾人及困难群众 3000 多人袁累
计捐赠爱心资金及爱心物品折合人民币近 50 万元遥
助残会被评为野全省助残先进集体冶袁野残疾人家庭环
境改造项目冶被评选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遥

提档升级袁探索适应时代的康复服务野新举措冶

残疾儿童康复标准提标扩面,实现标准提高一倍袁在
县 500 万元财政投入下袁改建儿童康复服务场所,并培育
成全类别综合性康复服务机构袁 年内转介残疾儿童 449
名袁到县内外 28 家定点残儿康复服务机构实施免费康复
训练遥 全年为 1700 多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提供免费服药袁
为 24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复明手术袁 用实际行
动践行残疾预防工作遥 新建残疾人社区康复站 29 家袁并
为康复站配备各类康复器材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达
100%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 100%遥 启动听障儿
童人工耳蜗植入和升级项目袁 全县人工耳蜗升级 19 人袁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1 人遥精心打造残疾预防快板节目叶残
疾预防好处多曳袁获得野全国残疾预防日冶宣传作品第一
名遥

与时俱进袁保持精益求精的教就服务野高标准冶

多层次开展县镇联动的就业培训袁 各镇区因地制宜
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袁 共有 445 名
残疾人参加遥 举办 1 期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袁10 余家企业
提供了 50 多个岗位供残疾人选择袁现场 200 多名残疾人
前来应聘袁有 26 名残疾人与企业签订就业意向遥 高标准
完成残疾人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遥 对 2021 届残疾人应届
毕业生袁实现就业服务率和就业率 100%遥 精细化的开展
技能培训袁以就业为导向开展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袁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袁 与时俱进开展电商
直播带货培训班尧妇女服饰裁剪和非遗刺绣等特色培训袁
培训内容贴近生活袁易于操作袁小班化模式的培训班深受
参训者欢迎遥

便民暖心袁打造多形式尧常态化的评残服务野新名片冶

县残联继续按照 野放管服冶 和残联机构改革工作要
求袁对服务流程进行再梳理尧再细化袁组织 8 次常态化评
残尧6 次入户评残袁共 2600 余名群众参加评定袁公示发放
证件 2379 本袁其中为因身心严重障碍不能出户参加评定
的申请人入户服务 133 人遥 截至 2021 年 12 月袁全县持证
残疾人 28232 人遥 积极配合县民政部门做好残疾人两项
补贴发放近 30 万人次袁涉及资金近亿元遥

野残疾人之家冶袁托起残有所依野幸福梦冶

全县共建成残疾人之家 23 个袁其中镇级残疾人之家
17 个尧村级残疾人之家 6 个袁常态化运行的残疾人之家
12 个袁寄宿制托养服务机构一家袁实现残联服务重心的
下移尧服务能力的增强袁全年为 16-59 周岁重度肢体尧精
神智力类 293 名残疾人提供托养照料服务袁 实现残疾人
辅助性就业 283 人袁推动了助残服务网络的完善遥 各地残
疾人服务机构从实际出发袁在丰富日间照料尧康复尧文体
等服务内容的同时袁把挖掘和储备适合残疾人身心特点尧
有较高附加值和较好市场前景的辅助性就业项目作为残
疾人辅助性机构生存发展的关键点袁先后开发滤网加工尧
服装加工尧毛绒玩具加工尧插花尧鞋套包装尧启智玩具包装
等辅助性就业项目 10 余个袁 入托残疾人实现天天有服
务尧月月有收入遥

栉风沐雨收获扶残惠残累累硕果
踔厉奋发谱写新时代残疾人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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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21
2021 年袁在市残联精心指导和县委尧县政府坚强领

导下袁 全县残疾人工作者紧扣目标任务和残疾人实际需
求袁有力促进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袁残疾人基本保障
更加有力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袁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袁残疾
人幸福感尧获得感不断提升遥

展望’2022

持续加强残疾人就业工作

按照多点培训尧个性单训的原则袁探索尝试野以师
带徒冶的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模式袁满足残疾人个性
化培训需求遥 同时按照县级培训不少于 6 场尧各镇区
培训不少于 1 场的原则袁 全年至少举办 20 场以上残
疾人技能培训班袁 为 800 名残疾人提供就业技能培
训遥 继续联合人社部门举办残疾人专场培训班袁同时
加强按比例安置残疾人政策宣传袁 鼓励更多企业吸
纳尧吸收残疾人就业遥加强残疾人之家机构管理袁残疾
人之家覆盖面逐步向村居延伸袁实现残疾人辅助性就
业面稳步扩大遥

扎实开展残疾人居家托养工作

以改善残疾人生存条件尧提高生活质量作为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袁引导服
务机构参与袁为全县 586 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生
活照料与护理尧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尧劳动技能康复训
练等遥

持续提升康复服务质效

充分发挥残工委成员单位职能作用袁结合残疾人
主题活动日期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残疾预防宣传活
动袁在全社会普遍建立残疾预防意识遥 在现有基础上
继续建设 30 个残疾人社区康服务站袁 常态化对外开
放袁就近就便为成年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遥 依托康乐
幼儿园现有残健融合学前教学经验袁进一步集中优势
资源袁扩大残健融合规模遥 加强康乐幼儿园与康复中
心沟通联动袁持续开展野神话故事大讲堂冶活动遥 支持
和引导康乐幼儿园开展残儿康复服务袁打造成野康教
一体冶的残儿康复教育融合阵地遥加强与卫健委尧医保
局沟通合作袁持续做好听障儿童人工耳蜗升级救助项
目以及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工作遥

持续发挥群团功能作用

以残疾人文体艺展能中心为主阵地袁继续开展各
类别残疾人文化艺术活动袁不断提高残疾人文化艺术
素质袁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袁不断向省尧市残联推
送人才袁拓宽残疾人融入社会新途径遥持续开展野群体
动起来冶系列活动袁提高残疾人参与社会程度袁提升残
疾人幸福感遥 继续扶持和培育社会助残机构发展袁创
新志愿服务新模式袁采用招募的形式袁各类残疾人群
体活动邀请志愿者参加袁推动助残事业向纵深发展遥

2022 年袁县残联将持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尧十九届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尧六中全会精神袁以改善
残疾人生活品质为目的袁以推动残疾人就业面扩大
为抓手袁不断推动我县残疾人事业更上新台阶遥

县领导春节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 市残联领导来射调研残疾人工作

开展野翰墨飘香迎新春冶书写赠送对联活动

残疾人电商培训班

听障儿童人工耳蜗升级救助项目开机仪式

野省队县办冶的残疾人跆拳道队在全国十一届残运会获奖

助残会志愿者色彩鲜艳的红马甲构成 G15 陈洋高
速口靓丽风景线

民建盐城市委爱心会员来射慰问困难残疾人

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体育系列活动

乡镇残联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康乐幼儿园开展野残健融合冶庆野六一冶文艺汇演

射阳残联 2021 年重要荣誉榜单
序号 颁奖单位 获奖名称 获奖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中残联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市委组织部

国务院残工委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全国十一残会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市残联尧市教育局尧市卫健委尧市妇联

快板叶残疾预防好处多曳获全国残疾预防优秀宣传作品第一名

2020 年公益助残项目最具执行力奖

2020 年公益助残网络募捐工作推进奖

野2020 年度公益助残网络募捐合作伙伴冶三等奖

全市野学党史尧建新功冶百部短视频大赛最佳摄影提名奖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

乒乓球女子单打 16-21D 组金牌

乒乓球女子双打 B 组金牌

乒乓球混合双打 B 组金牌

跆拳道男子 K42 公斤级银牌

跆拳道男子 K41 公斤级铜牌

跆拳道女子 K44 公斤级铜牌

跆拳道女子 KP60 公斤级铜牌

跆拳道男子 KP6058 公斤级铜牌

跆拳道女子 KP60 公斤级铜牌

2020 年公益助残网络募捐工作先进个人

第三届听障儿童演讲比赛三等奖

县残联

县残联

县残联

县助残会

县残联

孙剑波

杨玲

杨玲

杨玲

江浪

徐连东

唐程

顾彤

朱赛德

王丽

陆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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