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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康复费用负担

在江苏省残联近日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上，来自省聋儿语训中心的 3 名孩子用清晰的
发音、深情的朗诵深深震撼了与会代表。他们
都是因免费人工耳蜗项目而重新开口说话的孩
子。

“十二五”以来，通过实施聋儿听力语言康复
训练、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和康复训练、孤独
症儿童康复训练等抢救性康复项目，全国有 60
余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

此次出台的 《意见》 坚持保基本、兜底
线、建机制，立足国情，将经济困难家庭的残疾
儿童、儿童福利机构收养的残疾儿童和残疾孤儿
等作为主要救助对象，同时针对残疾儿童康复服
务保障制度空白，强调将现有社会保障制度覆盖
不到的服务内容作为主要救助内容，与基本医疗
保障、临时救助等制度密切衔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张琪
表示，出台专门的残疾儿童救助制度，将有效
减轻经济困难家庭残疾儿童康复费用负担，有
助于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
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儿童“一个也
不能少”的目标。

减少家长后顾之忧

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意见》在工作流程
上着力提升便捷化水平。

《意见》明确，残疾儿童监护人向残疾儿童
户籍所在地 （居住证发放地） 县级残联组织提
出申请。审核由县级残联组织与民政、扶贫和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完成。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由残疾儿童监护人自主
选择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产生的费用由
同级财政部门与定点康复机构直接结算，或由县
级残联组织商同级财政部门明确结算办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将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中央财政对各地给予
适当补助。

“国家出台专门的政策对特殊孩子进行帮
扶，还让我们自主选择康复机构，费用结算也
不用家长操心，真是太周到了。”陕西咸阳一位
脑瘫患儿的母亲如是说。

提高救助专业水平

“0 至 6 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抢
救性意义，抓住这个关键时期对残疾儿童进行

康复，对儿童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
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主任龙墨说。

《意见》 明确，救助对象为符合条件的 0—
6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包括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残疾儿童和儿童福
利机构收留抚养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
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其他经济困难
家庭的残疾儿童。其他经济困难家庭的具体认
定办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此外，《意见》还明确了“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原则。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
心主任刘洋表示，这有助于不断创新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供给方式，激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促进服务供给方式多渠道、多方式发展，使更
多的残疾儿童获得康复的机会和专业机构的指
导。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赵悌尊认
为，改革开放以来，残疾儿童康复事业迅猛发
展，但康复机构和人才匮乏、专业人员整体素
质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意见》强调加强康复
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强调通过加强定点康复
机构的准入、退出和动态监管，确保康复服务
质量，提高现有康复机构服务的规范性和专业
化水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10月实施

为“折翼天使”撑起一片蓝天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建立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为全国167.8万 0至 6岁各

类残疾儿童送上一份厚重的礼物。

《意见》提出，今年10月1日起全

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各省

级人民政府要在9月底前制定出台本地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配套政策措

施。确保2020年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

救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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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0 日电 （潘旭
涛、程雪梅） 7月10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在京举行 2018 年第三季度例行
新闻发布会。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重
新组建后，首次向社会集中发布专利、
商标、地理标志的相关统计数据。数
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我国主要知
识产权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呈现良好
发展势头。其中，我国发明专利申请
和授权量分别达到75.1万件和21.7万
件，商标注册申请量 358.6 万件，新受
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10个。

据介绍，2018 年上半年专利、
商标、地理标志的相关统计数据主要
呈现出4个特点。一是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水平稳中有进。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量和拥有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6.5%和 19.5%，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较2017年底提高0.8件。二是国
内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继续巩固。国内
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拥有量中，企业所
占比重分别达到 63.8%和 67.2%，企
业对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66.9%。三是我国企业海外
知识产权申请稳步提升。今年前5个
月，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2228
件，同比增长 80.69%，位列马德里
联盟第三位。四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进一步优化。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
总量同比增长 29.5%，其中专利纠纷
办案同比增长 41.0%；查处商标违法
案件 1.36 万件，案值超过 2.1 亿元，
进一步塑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
环境。

上半年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75.1万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日前公布了 2018 年上
半年的反腐“成绩单”。数据显示，有10名中管干
部、16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反腐败高压态势仍在
持续；有超过2.7万余人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而被
处理，纠正“四风”的脚步也没有停歇。

巩固反腐压倒性态势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任何人都不能
心存侥幸。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的信
息，今年上半年，已打落陕西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
省长冯新柱，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财政
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等10只“老虎”。

从数据上看，自2014年以来，每年上半年的“打
虎”数量均为2位数。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均为16
人，此后两年数量下降，今年上半年的人数则是最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
为，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上半年这些“老虎”的落马，“既体现了中央反腐
败的态度和决心，也体现了未来反腐败的一个趋
势，就是坚决遏制腐败增量，逐步消化腐败存
量，巩固发展反腐败压倒性态势。”

纪委监委共同履责

今年3月全国两会后，监察法颁布实施、国家
监委组建并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这令上半年的
反腐工作格外引人注目。

4月 1日落马的王晓光，是此次改革后首个接
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在其落马通报中，消息
源由“中央纪委”变为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涉嫌严重违纪”变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
受组织审查”变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些变化是纪委监委履行双重职责、不断把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体现。

此外，今年上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
公布了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
鲁炜等 9 名中管干部受党纪政务处分的信息。其
中，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
秘书长杨晶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
为正部长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
主席刘君被“断崖式降级”，这体现了纪律面前一律
平等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深化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体现。

纠正“四风”持之以恒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月 31日，1月至 5月全
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近 1.9 万起，
处理人数 2.7 万余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1.9
万余人。各项数据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均较
大，分别增长了25.8%、24.9%、29%。

而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类型上，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
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公款吃喝、大办婚丧
喜庆等“老问题”占比仍超过80%。可见在这些问
题上，仍需下大气力纠治。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王传宝认为，要根除
“四风”病灶，必须建立起唯实的评价方式，还要将
责任压力传导到位。“作风好不好，主要看领导”，这
要求纠治“四风”要以上率下，抓关键少数。“纠治

‘四风’归根结底就是要见物见人。见物，就要解决
实际问题，要深入查摆作风方面表现出来的实际问
题，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见人，就要提高工作能
力。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提高履职本领，在关键时刻
才能站得出来、危急关头才能豁得出去。”

高压态势仍在持续 “打虎”“纠风”没有停歇

上半年反腐败成绩亮眼
本报记者 李 贞

当 地 时 间 7 月
11日 10时许，执行

“和谐使命－2018”
任务的中国海军和
平方舟医院船驶抵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
都莫尔兹比港，开
始对巴新进行为期
8 天的友好访问并
提供人道主义医疗
服务。这是和平方
舟时隔 4 年再次到
访巴新。图为当地
民众竖起大拇指，
欢迎和平方舟医院
船。

江 山摄
（新华社发）

老外扎堆武术之乡学功夫

近日，俄罗斯、瑞士、丹麦等欧洲国家的近50名外国人，分批到武术
之乡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国际八极拳训练基地，参加2018暑期武术体验训练
营。图为7月11日，外国学员在学习武术八极拳。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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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
许超凡被从美国强制遣返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朱基钗） 11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
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在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通力合
作下，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许超凡，男，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涉嫌贪污挪用中国银行资金
4.85亿美元，2001年外逃美国，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经中美执法部
门合作，许超凡于2003年被美方羁押，并于2009年在美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领导下，中央追逃办统筹各方力量，发挥外
交、司法、执法、反洗钱和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用，以锲而不舍的精
神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追逃追赃工作。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
工作组将许超凡案确定为两国重点追逃追赃案件，双方密切协作，全力推
进。在中美执法合作强大压力和政策感召下，许终于接受遣返安排。截至
目前，办案单位和中国银行已从境内外追回许涉案赃款20多亿元人民币。

许超凡被成功遣返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家监委
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本报北京7月11日电（记者陈劲松） 今年第 8号台风“玛莉亚”于 11
日9时10分许在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别，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14级。

应急管理部提前部署防范工作，派出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对重点地区
进行督导检查。11日早，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到部应急指挥中
心，视频连线福建、浙江、江西消防总队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中
国气象局，以及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了解台风实时路径和有关地区防灾
避险、应急准备等情况，要求全力做好应急救援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针对福建、浙江两省灾情，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已紧急启动国家
Ⅳ级救灾应急响应，组织调拨资金物资支援当地救灾工作。

本报北京7月 10日电 （记者叶
紫） 据人社部消息，7 月 9 日，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与德国
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部长胡贝图斯·海
尔在柏林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青年实
习交流计划的联合意向声明》。

根据该声明，双方同意每年各接
收 1000 名青年实习生，两国 18 至 35
周岁的在校学生或毕业不满1年的青
年，将有机会赴对方国家进行不超过
6个月的实习，学习职业技能，弘扬工
匠精神，丰富国际阅历，提升就业能
力，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友谊与互信。

中德每年将互派千名青年实习生中德每年将互派千名青年实习生

应对强台风“玛莉亚”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响应 海军海军““和平方舟和平方舟””访巴新访巴新

本报联合国7月 10日电 （记者
李晓宏） 作为 2018 年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边会之一，由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中促
会） 与美国美慈集团合作举办的“中
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伙伴关
系中的角色”研讨会 10 日在纽约举
行，来自联合国秘书处、多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相关智库、民间组织等
60 余位代表，围绕社会组织如何帮
助推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
目标进行深入探讨。

中促会秘书长朱锐致辞中说，近
年来，中国社会组织以开放合作的姿
态与全球伙伴沟通交流，在减贫、环

保、新能源开发、慈善等与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议程密切相关的各领域开展
国际合作。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大使
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同 2030 年议程高度契合，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国际
发展合作事业。

“中国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可持续
发展议程及取得的成就令人赞赏。”
联合国经社事务部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多雷尔在专题发言中表示，希望能有
更多的中国组织申请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咨商地位，更多参与联合国的议程
和活动。

中国社会组织助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