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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到“家”，好政策就有“热”响应
—城乡居保经办
——
“长沙模式”探微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方俊

2014年，我省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
并实施， 统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
“
城乡居保”）。这一制度的确立，
把我省除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
之外的所有人群，都纳入覆盖范围。
为了让城乡居保惠及每一个城乡居
民，2015年，长沙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服务示范乡镇
（街道）建设工作。 3年的示范创建，到目
前为止， 参保人每月的基础养老金待遇
也从创建之初的60元，提高至2018年的
170元，翻了近3倍。
城乡居保经办服务“长沙模式”，正
成为我省城乡居保经办学习的范本。

缴费越高实惠越多，居民
都愿选择高档次缴费
“今年我还是缴3000元一年的档次
吧，去年我也是这样缴的。 ”日前，当宁

乡市横市镇社保专干入户宣传城乡居
保政策时，该镇界头村白马组54岁的村
民张迪强这样说。
城乡居保在100元至3000元间确定
了14个缴费档次，3000元一年属最高档
次。 张迪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
最开始我也是缴100元一年的，当时
觉得，交上去还不清楚老了能拿多少呢！ ”
张迪强告诉记者。 但社保专干反复给他算
细账、做对比：如果选择100元缴费15年，
到60岁时每年可领1908元； 选择3000元
缴费15年， 到60岁每年至少可领取5832
元。“
工作人员一笔笔算给我听了，多交养
老保险确实是划算的。 ”张迪强说。
“个人缴费越多，享受的政府补贴
越多;个人账户积累额越多，参保人员达
到退休年龄后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
也就越多”……广大城乡居民对养老政
策从“不清楚”到“门儿清”的背后，是长
沙市城乡居保经办机构开展各种政策
宣传的不懈努力。
每户一封《致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居民的一封信》，为参保居民算细账；

由动画片《葫芦娃》改编的城乡居保动漫
宣传片，在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循环播
放；村组干部进村入户面对面讲解……
实际上，长沙市像张迪强一样选择
高档次缴费的城乡居民越来越多。 2017
年，长沙市城乡居保局首次将人均缴费
达200元及以上和500元以上缴费档次
人数占比达5%作为示范点创建的重要
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全市人均缴费水平
的提升。 有6个示范点人均缴费达500元
以上，其中，芙蓉区文艺路街道、开福区
新河街道、雨花区左家塘街道人均缴费
达1000元以上，示范效应十分突出。
参保人每月的基础养老金待遇也
从创建之初的60元， 提高至2018年的
170元。 目前全市年满60周岁以上享受
待遇人数达78.9万人。

打造城乡居保经办管理
服务升级版
2017年是长沙市城乡居保开展示范
点创建的第三个年头。 3年来，共有74个乡
镇（街道）成功创建为城乡居保经办服务

我省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重点检查造纸、食品加工等企业
湖 南 日 报 1 月 22 日 讯 （ 记 者 彭 雅
惠 ）今天，省安委办发布消息，从本月下

旬开始，至今年10月31日，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
有限空间是指密闭或部分封闭，进
出口较为狭窄有限，未被设计为固定工

作场所，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
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
空间。
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属于
高风险作业，如果不能实施有效的管理
及控制，危害可导致死亡，甚至发生群
死群伤的重大安全事故。 近年来，我省

有限空间作业伤亡事故呈现多发、频发
态势，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社会影响恶劣。
汲取事故教训，此次专项整治范围为
全省工贸行业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的
生产经营单位。 其中，重点为造纸、食品加
工、酱腌制菜加工等小微企业。

我省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能力稳步提升

4支矿山救护队达一级质量标准
自治州矿山救护队被要求“限期整改”
湖 南 日 报 1 月 22 日 讯 （记 者 彭 雅
惠）2017年我省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

能力稳步提升。 今天，省安监局通报了
对全省13支矿山救护队质量标准化考
核结果，4支救护队达到一级质量标准，
3支救护队达到二级质量标准, 5支救护
队达到三级质量标准，1支救护队被限

期整改。
据通报，从检查的情况看，各市州
政府、相关部门及省属国有企业均加大
了对矿山救援体系建设的政策扶持力
度或资金装备投入，其中，省矿山救援
资兴基地、邵阳基地、白沙基地和永州
市矿山救护队，多次参与省内各类事故

应急抢险工作，每一次都圆满完成了所
承担的救援任务， 得到了各方高度评
价，根据我国《矿山救护队质量标准化
考核规范》(AQ1009-2007)要 求 ，达 到
一级质量标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矿山救护
队因各类业务技能训练开展少、技能不

示范点。 长沙市城乡居保经办服务正走向
规范化、信息化、精准化和科学化。
“以前领取养老金，来回要走好几
十里路， 现在村口的便民店就能取到
钱。 ”家住长沙县高桥镇范林村的周先
生，欣喜地看到了城乡居保服务的这一
变化。
2017年， 长沙县开展参保登记、个
人缴费、待遇领取、权益查询、资格认证
“五个不出村”试点，打通服务城乡居民
的“最后一公里”。
走进长沙市各城乡居保经办服务
示范点，经办服务流程、办事指南、政策
宣传栏等在办事大厅一目了然， 据介
绍，城乡居保经办服务乡镇（街道）示范
点建设工作， 从机构建设到制度建设，
从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到业务经办工作，
均设置了细致而具体的“考察点”。
制度从无到有， 覆盖人群由少到多，
待遇水平由低到高，经办服务方式愈加便
民，城乡居保这张
“
大网”，正在星城大地织
得更密、扎得更牢。 2017年度，长沙市城乡
居保综合考评为全省第一。

省安委办要求， 省各市州对造纸、
食品加工、酱腌制菜加工企业抽查比例
不少于企业总数的30%；县市区、乡镇、
街道办事处对此类企业要实施全覆盖
检查；市州及县市区对其他有限空间企
业的抽查不少于15%。
对隐患整改不力甚至事故频发的
生产经营单位，省安委办将依法依规严
格处罚，并选择典型企业列入安全生产
“黑名单”， 降低其诚信等级并予以曝
光。
熟练、装备缺少、队员综合素质考核多
人不合格等原因，成为我省唯一被要求
“限期整改”的矿山救护队。
“与上年相比，‘限期整改’的矿山
救护队减少了3支。 ”省安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达到一、二、三级质量标准的矿
山救护队数量增长，表明我省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能力整体上实现稳步提升。
去年， 全省矿山救护队先后组织
3500多人次，对省内煤矿、非煤矿山进
行安全预防检查和瓦斯等级鉴定等，查
出隐患4569条，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起
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规模养殖见效益
1月18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岩门镇黄双冲村生态农业养
殖基地， 养殖人员在给鹅抛洒食物。 近年来， 该县扶持养殖
户规模、 生态养殖， 淘汰污染环境的小作坊式养殖， 实现了
环保、 经济效益双赢。
滕解信 摄

由
“
管企业”为主向
“
管资本”为主转变

我省国资监管事项
精简近三成
湖南日报 1 月 22 日讯 （记
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高先祥）

今天，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
2017年我省不断转变国资监
管职能， 国资监管由“管企
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
变， 明确精简国资监管事项
41 项 ， 占 原 监 管 事 项 的
29.3%。
2017年， 省国资委不断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坚
决调整、精简、优化国资监管
事项， 清理国资监管规章规
范性文件；拟定了《省国资委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
方案》，按照以管资本为主的
要求，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
营体制，从监管的实际出发，
进一步完善权力清单、 责任
清单、负面清单和履职流程；
省国资委重点管好资本布
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
回报、维护资本安全，强调国
有资本功能的放大。 将依法
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
项归位于企业， 将延伸到子

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
于一级企业， 将配合承担的
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
府部门和单位。
在国资监管方面， 加强
监事会监督， 省派监事会全
年提交年度监督检查评价报
告、专项检查报告等共计119
份， 揭示问题和风险854条，
提出意见建议782条，实现了
对省管国有企业（不含文化、
金融） 外派监事会监督的全
覆盖； 省国资委还增设了审
计稽查处， 加强出资人审计
监督、 效能监察和企业风险
管控； 探索纪检监察与监事
会监督相结合的改革试点，
推动省属企业巡视巡察全覆
盖。
为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 ，
出台了 《湖南省省属国有企
业违规经营投资损失责任追
究办法（试行）》，明确实行重
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更好促进省属国有资本做强
做优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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