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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市残联﹝2017﹞52号 

 

关于印发《梅州市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残联，市残疾人辅具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中残联、省残联关于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的文件精神，切实推进我市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工作，市残联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梅州市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梅州市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梅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7 年 11月 13 日 

 

 

抄送：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 11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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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梅州市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国残联关于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工作的通知》﹙残联发﹝2017﹞40 号﹚和《关于印发﹤广

东省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粤残

联﹝2017﹞75 号﹚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实施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按照“以人为本、

注重实效，统筹规划、分片实施，规范管理、阳光公开”的原则。 

二、改造任务 

从 2018 年至 2020 年分三年完成 2016 年全市贫困重度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有效需求存量任务。 

三、改造内容 

无障碍改造内容参照全省统一的标准确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按残疾类别确定基础改造内容 

1、肢体残疾人家庭。要根据其残疾程度、活动范围及本人

意愿等实际，着重对其厨房、厕所、卧室等部位的基础设施进行

有针对性改造，包括改门、改坡、改灶、改水、改电、平整地面、

安装坐便器和扶手等，消除其居家障碍（具体要求见附件 3）。 

2、视力残疾人家庭。要根据其残疾程度、社会参与度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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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愿等实际，对其主要活动场所平整地面，安装扶手、语音对

讲门铃、电脑盲人读屏软件，改造卫生间、改装电器声控开关以及配

置具有语音提醒功能的生活用品等。 

3、听力、言语残疾人家庭。要根据其残疾程度、社会参与

度及本人意愿等实际，为其房屋安装闪光门铃（或可视门铃），

配置闪光开水壶、振动闹钟等无障碍生活用品等。 

4、智力、精神残疾人家庭。要根据其残疾程度、本人或监

护人意愿等实际，改造其家庭室内电源线路，安装高位遥控开关，

安装安全防护网，配置密码刀具箱等，以降低其居家生活风险。 

（二）按居住地确定重点改造内容 

1.居住在城镇的残疾人家庭，由于容易受房屋结构限制，可

重点为服务对象改（新）建低位灶台、加装洗浴设备等，按照

GB 50763—2012“无障碍住房”标准改建室内设施；居一楼的，

应为其出入家庭创造无障碍通道和环境。 

2.居住在农村的残疾人家庭，由于普遍缺乏洗浴设施导致洗

浴困难，可根据其残疾类别和等级，重点为服务对象改（新）建

洗浴、如厕一体的卫生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或其他洗浴设施；

改（加）装用水设施，以方便残疾人生活用水；对房屋前后通道

进行无障碍化处理，方便残疾人进出等。 

要根据项目对象家庭实际，征得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同意后

确定改造内容，制定改造方案和经费预算，立足居家无障碍，兼

顾“个性化”和“人性化”需求。可围绕“消除残疾人居家障碍”

中心目标，根据本地实际，对上述表格内容作适当细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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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步骤 

（一）部署工作，开展培训。2017 年 11 月 25 日前，各县

（市、区）制订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分解 2016 年动态更新系统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未进行无障碍改

造需求任务数（附件 1），明确责任，同时开展培训工作。 

（二）入户筛查，确定有效需求对象。2017 年 12 月 10 日

前，各县（市、区）根据 2016 年动态更新系统贫困重度残疾人

家庭未进行无障碍改造需求人数和名单制定三年实施计划，每年

相对集中几个镇（街道）进行入户摸查，填写好《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需求评估表》（见附件 2），确定有效需求对象，并分别

建立摸查底册（附件 3）。以确定的有效需求对象作为当年任务

数，根据有效需求对象制定改造方案并集中力量进行改造。各县

（市、区）将下一年度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摸查底册和分年

度改造任务计划表，以纸质盖章版和电子版于每年 12 月 20日前

上报市残联。 

（三）实施改造，建档并录入系统。根据确定的有效需求残

疾人家庭的个性化需求，确定改造内容，按照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承接机构准入标准，依法依规确定施工单位实施改造。对改

造对象要按户建立档案，档案资料包括：服务对象的申请资料；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评估表；改造方案；改造前后的对比

照片；验收合格单；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问卷等。并于当年 11

月 30 日前录入中国残联“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数据库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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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总的要求是：高度重视、贴近需求、纳入预算、规范管理。 

（一）高度重视。为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是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精准脱贫、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

程中不让贫困残疾人掉队的重要举措，是确保贫困残疾人“两不

愁、三保障、两扩面”（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精准康复、家庭无障碍改造扩面）工作的重要

内容。各县（市、区）残联要高度重视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工作，将其纳入工作重点，认真研究制定本辖区有效需求

的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加强组织保障，确保无障碍改造工作有

专人负责。 

（二）贴近需求。各县（市、区）要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

切实贴近残疾人需求，根据动态更新数据库中贫困重度残疾人家

庭（城市低保、农村建档立卡）无障碍改造需求数据，筛查出贫

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有效需求，建立摸查底册。 

（三）纳入预算。各县（市、区）根据筛查的有效需求任务

数做好配套经费的预算，积极主动与当地财政部门沟通协调，统

筹安排配套资金。按照《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

施办法》（粤财社〔2017〕51号）第二十二条第六款“经地方人民政

府及其财政部门批准用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和保障困难残疾人、重度

残疾人生活等其他支出”的规定，推动将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纳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范围。 

（四）规范管理。各县（市、区）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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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改造工作，要严格按照（残联发﹝2017﹞40 号）和（粤残联

﹝2017﹞75号）文件提出的工作标准进行，从有效需求筛查、入

户勘查设计、改造方案制订、施工单位确定、招标采购、施工管理、

工程验收、档案管理、数据录入、满意度调查、绩效评估等，都有

一套完整的标准规范。推动工作有序、规范、高效开展。无障碍

改造经费预算，要根据《预算法》，做准、做细，要严格按照法规规

定的程序推进，阳光透明，经得起时间检验，经得起社会监督、审

计监督、巡视监督。 

（五）落实监督。市残联将不定期进行检查督导。各县（市、

区）要进行年度任务完成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提出下一步工作

措施。并于每年 11 月 30 日前向市残联提交工作绩效自评报告和

绩效自评表纸质盖章版及电子版。 

联系人：徐海英 0753-2281021   谢秋平 0753-2285538 

邮箱：mzclxwk@126.com 

     

    附件：1.梅州市未进行居家无障碍改造需求任务数 

        2.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评估表 

        3．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摸查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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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梅州市未进行居家无障碍改造需求任务数 
 

单 位 农村建档立卡一级 农村建档立卡二级 城市低保一级 城市低保二级 合 计 

梅江区 29 98 147 366 640 

梅县区 496 815 61 111 1483 

平远县 186 343 43 90 662 

蕉岭县 88 174 50 72 384 

兴宁市 776 1511 209 454 2950 

大埔县 221 682 84 243 1230 

丰顺县 393 1147 104 227 1871 

五华县 1134 4050 50 182 5416 

全  市 3323 8820 748 1745 1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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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残疾人证号：                        

1.残疾

程度 

类 别 肢体□  视力□  听力□  言语□ 智力□  精神□ 多重□ 
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功能 

障碍 

程度 

  高□   中□   低□ 功能补偿方式 
他人照料□     

依赖辅具□     

2.家务

参与度 

能做的

家务 
做饭□  洗衣服□  其他：                         

不做家

务原因 
环境障碍□      身体障碍□    有人照料□    其他：                                

3.生活

自主度 

移动 环境障碍□      身体障碍□    缺乏辅具□ 

洗漱 环境障碍□      身体障碍□       

洗澡 环境障碍□      身体障碍□ 

如厕 环境障碍□      身体障碍□ 

就寝 环境障碍□      身体障碍□ 

4.社会

参与度 

出家门 屋前屋后□      居住小区□      周边集镇、街道□ 

不出 

家门 
环境障碍□      身体障碍□       缺乏辅具□ 

信息 

交流 
有障碍□（原因：                      ）   无障碍□         

5.申请

改造的

部位或

场所 

厨房□，厕所□，卧室□，出入口□，盲道□，扶手□，语音提示用品□，无障

碍生活用品（软件、闪光门铃、闪光开水壶、震动闹铃、手写沟通板）□，防护

用品（改造家庭室内电源线路、安装高位遥控开关、安装安全防护网、配置密码

道具）□ ，其他_______                                                                          

6.评估

得分 

 

    等分：                 评估员:                 日期: 

7.是否

具备改

造条件 

具 备

□ 

不具备□   理由：                                       

（残疾人或亲属签字确认） 

8.评估 

结果 

受 理

□ 

不受理□   原因：                                       

（县级残联单位公章及日期） 

 

评分说明:1.第 1-4 栏后各项内容中,带“□”的选择项按降序记分，如“功能障碍程度”中“高”“中”“低”三

项分别记 3、2、1 分，以此类推；2.本表各项均为单选，其中第 4 栏中有“互斥性”选项，不得兼选；3.如服务

对象中有多人残疾的，则需分别填写，累计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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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

号 
编号 

残疾人

姓  名 

性

别 
年龄 残疾证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改造需求 

是否

受理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填报人：                    盖章：                            填报时间：               本册共       页，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