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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残疾人就业“问”与“答”

目前全区残疾人整体就业状况如
何？

残疾人是一个就业特殊困难群
体，需要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实
现就业既能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融
入社会，也对维护社会稳定、体现公平
正义、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益有重要且
积极的作用。自治区有就业年龄段
的持证残疾人 37.2 万人，已就业 19
万人。近年来，自治区在完善政策、
加强培训、强化就业服务、推动机构
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残疾人就
业工作得到了一定发展，残疾人就业
率由“十二五”末期的 43.3%上升到
现在的 50%。每年对 1万名城乡残
疾人开展技能培训，新增就业每年约
8000名。在全区建设辅助性就业机
构 103个，帮助智力、精神及重度肢
体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实现辅助
性就业。残疾人整体就业率不高，且
大多从事一些简单农牧业生产、政府
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个体就业等，
就业收入不足，社会各界帮助残疾人
就业合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舆论氛围
还有待进一步营造。

政府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有哪
些扶持政策？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残疾人就业
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推动力度，形
成了比较完善的政策框架体系。国
家和自治区在各类促进特殊困难群
体就业中，都将残疾人作为重点人
群，给予特殊关照。同时，出台了一
系列专门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制度规
定。从国家层面来说，先后出台了
《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的通知》《中央组
织部等 5部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
业办法>的通知》《中国残联等 5 部
门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职业
技能提升计划>的通知》《中国残联
等15部门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
创业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自
治区层面均相应配套出台了相关文
件。在政策层面，一是国家对达到
条件的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实
行增值税退税政策；二是国家设立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要求

各类用人单位履行安置残疾人责
任，按不少于 1.5%的比例安置残疾
人就业，安置残疾人达不到比例的，
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府通
过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来专项扶持
残疾人就业创业；三是对于安置残
疾人就业超过 1.5%比例的，政府还
对用人单位进行奖励；四是政府对
残疾人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缴纳社
会保险等进行专项补贴。

下一步自治区将会采取哪些措施
促进残疾人就业？

第一，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行
动。今年国家出台了促进残疾人就业
三年行动计划，自治区将制定出台配
套方案，在方案中将开展十项促进残
疾人就业行动，大力推动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积
极推动民营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引
领带动残疾人组织助残就业，对就业
困难残疾人和农村牧区残疾人开展就
业帮扶，帮助残疾大学生就业，促进盲
人按摩行业发展，提升残疾人就业服
务能力和水平。

第二，加强残疾人就业政策落
实。目前，各项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政
策措施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但有些政
策在落实方面还有待提升。下一步，
要在狠抓政策落实上下功夫，落实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推动各类
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安排残疾人
就业，提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
率。落实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用
人单位的奖励政策，鼓励用人单位积
极安置残疾人就业。落实残疾人就业
创业各类优惠政策，帮助残疾人走出
家门、实现就业。

第三，加强残疾人就业宣传。今
年是国家确定的残疾人就业宣传年，
自治区残联将大力开展宣传，充分利
用就业援助月、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
人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对残疾人
就业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类媒体大力
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用人
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社会责任、残疾
人就业能力和潜力、残疾人通过自身
努力实现就业的先进典型，宣传残疾
人就业服务流程、需求反馈渠道和信
息获取方式。加大对在残疾人就业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表
彰及宣传力度。

什么是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答：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

益，由未达到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
纳的资金。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的范围有哪些？
答：凡是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机关、社

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均
应按照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的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用人单位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有
期限吗？

答：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按年申报缴
纳。用人单位应于每年3月1日至10月31日
填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表》，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

用人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如
何计算的？

答：按照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
达到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
均工资之积计算缴纳。保障金年缴纳额=（上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1.5%-上年用人单
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2022年，用人单位如何进行残疾人就业
状况认定？

答：2022年用人单位应于3月1日至9月
30日按规定如实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区（市）残
联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并由该机构进行审核。

用人单位可以享受哪些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优惠政策？

答：按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
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

（1）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即含 2020 年在内的 3个年度缴
费申报期内，自治区在职职工人数小于等
于30人的企业，暂免征收残保金。

（2）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
31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比例大于等于1%
且小于1.5%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50%缴纳
残保金；小于1%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90%缴
纳残保金即可。

（3）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
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的，可以申
请减免或缓缴残保金。具体办法由自治区财
政部门另行规定。用人单位申请减免残保金
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1年残保金应缴额，申请
缓缴保障金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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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就业帮扶行动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
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年）的通知》，自治区重点采取
以下行动：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
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

今年，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编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资委和自
治区残联联合印发《关于转发<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
就业办法>的通知》，要求到2025年，
安排残疾人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省级、
地市级编制50人（含）以上的党政机
关至少安排 1名残疾人，编制 67人
（含）以上的事业单位（中小学、幼儿
园除外）至少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
县级及以上残联机关干部队伍中要
有15%以上的残疾人。

民营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
第 32次全国助残日期间，全区

依托线上线下平台搭建残疾人招聘
专场77次，发放宣传材料20407份，
动员525家社会用人单位为残疾人
开发就业岗位 4146个，组织 161名
未就业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多名就业
困难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残疾人
脱贫户等有就业意愿且有就业能力
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参加招聘活动，
391名残疾人与招聘企业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490名残疾人收到面试邀
请，168名残疾人与用人单位达成用
工协议。

残疾人组织助残就业行动
2022 年 6 月，自治区残联转发

《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残疾人组
织助残就业项目推广方案的通知》，
要求各级各类专门协会要把助残就
业项目推广作为协会保障民生、促进
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自治区
盲人协会、聋人协会、肢残人协会、智
力残疾人及其亲友协会、精神残疾人
协会正在制定残疾人就业支持项目
方案。

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行动
自治区高校学生就业创业指

导中心联合转发了《关于举办面
向 2022 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网
络招聘活动的通知》，与自治区工
商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区
民营企业助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
就业活动的通知》，开展了大学生
就业线上线下招聘会，采取“周督
导、月通报、季分析”办法，持续
推进高校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截
至目前，全区 681 名高校残疾人
毕业生的“一人一策”就业服务率
100%，就业率 47.85%，就业率在
全国排名居中。

盲人按摩就业促进行动
自治区现有盲人医疗按摩店

133家，盲人保健按摩店 450家，从
业人员1355人，其中42人在公立医
疗机构从事相关工作。“十四五”期
间，将建设内蒙古自治区盲人按摩
医院，同时，计划在全区打造50家盲
人医疗按摩品牌店和100家盲人保
健按摩品牌店，以点盖面，促进盲人
按摩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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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残联残疾人食用菌就业基地。

乌海市残疾人在辅助性就业机构工作。

呼和浩特市阳
光蜗牛智力残疾人
工疗康复中心学员
制作艾饼。

阿拉善盟残疾
人与用人单位签订
就业意向书。

包头市达茂旗
残疾人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班。

兴安盟开
展残疾人专场
招聘会。

锡 林 浩 特
市 招 聘 会 设 残
疾人招聘专席。

通辽市残
疾人在辅助性
就业机构制作
马头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