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残联脱贫攻坚工作显成效
截至2020年底，“阳光家园”计划累计为32 . 1万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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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途径
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率94 . 34%

近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沂蒙姐妹刘加芹荣获2021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称号。作为一名肢体残疾人，
刘加芹充分发扬新时期沂蒙扶贫精神，不
仅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撑起了两家
服装厂，带动几十名残疾人和贫困户脱
贫，还申请专项扶贫贷款，扩建了厂房。日
前，她的服装厂即将搬入2000多平方米的
新厂区，能容纳200多名工人就业，将带动
更多贫困户脱贫。

据悉，为拓展残疾人多元就业渠道、
促进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省残联先后修
订、出台《山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关于
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
疾人就业的实施意见》《关于省级残疾人
辅助性就业示范机构奖励办法(试行》《山
东省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0-2021年)》。实施百千万残疾人就业
创业工程、千牵万·互联网+残疾人就业创
业扶贫行动、助盲就业精准帮扶行动等，
全省累计奖励扶持526名残疾人创业标
兵、591名残疾人就业能手、60个就业示范
基地、291个优秀基地、772个盲人按摩机
构，帮助2 . 1万名残疾人就业创业。

建立全省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
库，与人社部门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活动，以及各地结合当地实际开展“齐
鲁手创”盲人按摩、“烟草专卖”、“如常”残
疾人培训、“快递末端服务”等特色项目，
残疾人就业创业途径不断拓宽。

今年以来，省残联为落实省委、省政
府有关要求，服务促进“六保”“六稳”工

作，制定促进山东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
业创业若干措施，实行“一对一”“一帮一”
跟踪式服务，目前全省应届高校残疾人毕
业生已就业905人，就业率94 . 34%。

省市县乡齐抓共管
25万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省残联实施山东省农村残疾人扶贫
开发计划(2011-2020年)、“整体赶平均、
共同奔小康”行动计划。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制定了扶残脱贫助力行动实施方案，
并纳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省脱贫攻
坚专项实施方案》统一部署、同步推进。各
市均制定了目标明确、措施得力的工作方
案，纳入了当地扶贫开发的大盘子。各级
残联成立机构，“一把手”亲自部署，形成
省市县乡齐抓共管、上下联动抓落实的良
好机制。

省残联定期与省扶贫办比对数据，及
时将贫困残疾人口数据分配各地便于基
层了解残疾人需求。为确保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进程中不落下一个贫困残疾人，
2018年对15 . 93万疑似残疾人进行精准核
实，为4621名残疾人落实政策。为方便残
疾人享受政策，推动换发加载残疾人证功

能的社会保障卡。为便于基层采集数据，
2019年开发程序将动态更新工作集中调
查改为常态化调查。

为精准落实各项政策，加强与民政、
医保等部门数据比对，将49 . 2万人需求情
况反馈基层逐一核查，做到应保尽保、应
改尽改、应配尽配。仅2020年，全省核查86
万人次，帮助14 . 1万人享受生活补贴、6 . 3
万人享受护理补贴，为4 . 7万人提供康复
服务、9 . 7万人适配辅助器具。为改善贫困
残疾人居住条件并方便残疾人出行，为
4 . 86万户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为25
万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织密残疾人兜底政策
全省享受护理补贴的残疾人115 . 2万

省残联配合有关部门修订出台《山东
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推动将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和成年无业重度残疾
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为解决因残疾
产生的生活、护理支出困难，2010年、2014
年先后建立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制
度，走在全国前列。2015年国家建立残疾
人两项补贴制度，积极推动残疾人两项补
贴融入全省社会保障工作大局，建立两项

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省享受低保

残疾人57 . 8万人，享受生活补贴、护理补
贴的残疾人58 . 9万人、115 . 2万人。实施重
度残疾人提前5年领取养老金政策。持续
开展“阳光家园”计划，累计为32 . 1万名符
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聊城“邻
里互助”做法在全国推广。

做好因灾因疫困难残疾人应急救助
工作，2018年向寿光等地捐赠款物2602 . 3
万元，帮扶残疾人近7万人次；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全省紧急纳入生活补贴234人，护
理补贴391人，低保215人，特困救助10人，
临时照护服务贫困重度残疾人5人。

残疾儿童“有一做一”
人工耳蜗、肢残矫治手术实行免费救助

省残联印发《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的通知》，将救助年龄范围扩大
到所有法定年龄残疾儿童，从制度层面实
现对残疾儿童全覆盖。采用“机构+社区+
家庭”康复训练模式，对需长期康复儿童
实行全周期康复救助。对残疾儿童人工耳
蜗、肢残矫治手术实行免费救助，在全国
率先实现“有一做一”，听障儿童抢救性工
程入选山东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
影响力事件。

截至2020年12月，全省累计为残疾儿
童和持证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500万
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服务率为
100%，因病致贫残疾人服务率为100%，实
施人工耳蜗手术5400例、肢残矫治手术
1610例。实施山东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指导荣成市等4个全国、
济南市槐荫区等21个省级残疾预防综合
试验区开展创建工作。推进残疾人康复中
心建设，实施残疾人康复专业人才实名制
培训，提高康复人员专业素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残
联组织始终将残疾人脱贫攻
坚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持续多年加大投入、精准施
策，到2018年底，全省27 . 39万建
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全部脱贫。
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动态
监测和即时帮扶机制，目前全
省有50 . 37万建档立卡和即时
帮扶残疾人脱贫仍享受政策。

刘加芹在凯凯服饰公司与职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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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又“复活”

“2016年5月8日，我出狱后回家
里老房子，结果是个陌生人开门，问
我你找谁。”王春波说，“自己家出来
个陌生人，换作你会怎么想？”

王春波说，当时父母都已经
不在世，这套老房子是父母唯一
的住宅。发现开门的是陌生人后，
自己来到江城公证处，查询父亲
名下房产，却发现房产已经被自
己的哥哥王春光单独继承，而自
己的状态显示为“死亡”。

这份公证书上说：被继承人
王明文夫妇已经死亡，该夫妇生
前共育有3个儿子，分别是王春
光、王春峰、王春波。王春峰主动
放弃父母遗产继承权，王春波也
于1985年3月6日死亡，且未婚无
子女。故，王明文夫妇的遗产将由
王春光独自继承。

攥着这份把自己变成了“死人”
的公证书，王春波无比气愤。他告诉
记者，这份公证书不经调查核实，就
将自己公证为死亡状态，且公证书
还有多处错误，父母生育的子女除
了他们兄弟三人，还有两个姐姐。当
时去公证处做公证的时候，两个姐
姐并未到场，事后公证处也未对
相关公证信息进一步核查。

“公证书里写我是未婚无子
女，实际我早就结婚了，还有儿子，
公证书中说我‘先于父母死亡’，却
没有附着《死亡证明》，这本该是很
轻松就能核实的情况。”王春波说，

“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公证处称已撤销公证

那这份并不真实的“公证
书”，是如何出具的呢？

“当时他哥哥（王春光）拿来
了一个他们工厂开的证明材料，
说他弟弟（王春波）已经死亡了。

我们就没核实，给做了这个公
证。”记者咨询江城公证处，对方
工作人员承认，当时这份公证是
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开出的，“我
们公证员没有尽到核实义务，王
春波来信访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错
误，就把这个公证撤掉了。”

根据该工作人员表述，吉林

市江城公证处在2017年5月3日撤
销了上述公证书，并且在同年的5
月6日登报公示。

但对于王春波来说，撤销公
证并不能弥补自己的损失。王春
波说，由于自己没有固定的收入
来源，如果能够公正地分配父母
遗产，还能缓解一下现在窘迫的
生活。但父母的遗产已经被大哥
王春光变卖，他应该享有的继承
权被非法剥夺已成既定事实，无
可挽回。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江
城公证处负责。

不过，在江城公证处的工作
人员看来，王春波的情况只能算
是“家庭矛盾”。该工作人员表示，
一切的起因是王春光伪造了王春
波死亡的证明，他们将会追究王
春光伪造证明的责任。

王春波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目前江城公证处的工作人
员始终没有跟自己正式道歉。

房子市场价值约75万

记者查询发现，这套房子面
积120平方米，是一套回迁房，网
站显示目前均价在6283元/米，按
照目前的市场价，该房屋价值约
为75万元。

“从我爸妈去世后，我哥（王
春光）就不跟我来往了，也没跟我
姐姐来往。”王春波说，王春光去
公证处不仅没告诉自己，也瞒着
两个姐姐。

根据王春波提供的电话，记
者拨打王春光的手机，始终无人
接听。王春波说，在发现房产被独
占后，就找不到王春光了，“他躲
起来了”。

问题在哪？大活人竟被公证“死亡”
“死者”的哥哥继承父母房产，公证处承认有错但认为这是家庭矛盾

在中闻律师
事务所管委会委
员、执行主任张玉
锋律师看来，如果
房产的所有权已经
变更，王春光极有
可能涉嫌诈骗罪，
如果公证处人员明
知而配合，也涉嫌
构成诈骗的共犯。

“从民事的领
域，王春光是明确
的侵权故意，从公
证处的角度，有重
大的过失。公证处
应该采信的是公
安、法院这种权威
部门出具的死亡证
明，从这个角度来
说，公证处的审查
是不符合常理的，
也不符合日常的操
作规则。我个人认
为，公证处和王春
光共同侵犯了受害
人王春波的财产权。”张玉锋律
师表示，即便是公证处在2017
年作出了相关的声明，但作为
所有权的物权，如果房产所有
权人已经变更，房产不会因为
公证处的声明而变化所有权的
事实，因此对于王春波的财产
被侵占，公证处有责任。

张玉锋律师建议，王春波可
以尝试去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王
春光等人的刑责，也可以民事诉
讼起诉王春光，分割财产。

王
春
波
财
产
被
侵
占
公
证
处
有
责
任

葛律师说法
“我死亡了吗？我这不活

着吗？”一份盖章为“吉林省吉
林市江城公证处”的公证书，
竟把一个大活人公证“死亡”，
随后“死者”的哥哥继承了原
本应该共同继承的房产。

如今，虽然江城公证处已
经撤回了“死亡”公证，但本该
属于自己的遗产却难以追回。
对此，“被死亡”的当事人王春
波非常愤懑，“我现在走在大
街上都是茫然的，因为我是个
被‘官方’证明死亡的人。”王
春波称，江城公证处不经调查
核实，就将自己公证为死亡状
态，不但剥夺了自己应该享有
的继承权，更是对自己生命权
的严重亵渎。

发现自己被死亡后，王春波多次

到相关部门讨要说法。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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