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右图为株洲市人
社局养老保险服务大
厅。（资料照片）

叶飞艳 摄

� � � � 下图为湖南实行
社保制度改革以来的
部分政策资料。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摄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要闻 08

! ! ! !!"#$%&'()*+,-./01
2 "#03456789:;<=>%?@
ABCDEFGHIJKCLMNOPQRR
$% S &% TUVWXYZ[\]^_`ab
cdefghijklmMnjopqTr
stuv &% S] pqTwxyTJzg{
|T]}ZT~��g '%%% �����(%%
�d�������9���g��,��
)'* �� �eTL����g������
�g ++, ���r ~¡¢g£¤¥�¦§
¨r

!"#$%&'()*+

kl©,ª¦«b¬m�®«pqT 
¯Tª°±²³�´µ¶r ·TL¸¹�º
µ»_T~¼½¾ +- �¿À¦"ÁÂÃ�
Äª¦ÅÆÇÈµÉÊµ¶Ë¡¢³ ~�
pqT°�Ìpªr

ÍÎÏ©pqT¦TÐÑÒÓr ÔZ
+..+ S�/- Õd¦ÖËÍ×TÐÑÒÓr

Ø»� Ö�ÙÚs§�AxÛÜÝ¦Þß�
¡àá¢��âãäåTL{|�æç³è
,éêÐë�ìíî¦»ïðñòá¢��
¦óôè,r õö÷øùú�ÍÎÏûüý

þÿÕ!"ré# /- �S¦!$�ÍÎÏw
!"%§zg�&.'()r Z  /- �S
~�Öw*+Ó#Ø,¦-Úr ,g�.¦
é/01»�Ö2345g6T�789:

TÐÒ¦;<� =¦©>}ØS¦?@�ä
å�AA(ÔBCx{|rÍÎÏDEF«G
HIJr stKvÝ� L�MNOPQ�5
/-+0 S¦»ïGR.S4±ØTÐÑÒ
Ó�GTH'pqT!HUCx VWr 

4AÝ¦ÍÎÏÕX=T~�YTL
IZ"Ù�[\]iü^_���`a^bc
def5T~¦gëh¡à��ijklg
mnop�qo�,rsRgTLØ�Tã
tur Ö=pqTCxvwxúyz{|�
}CT.~=«ì�å^�r

,-./01234

«��3�������Ö���r ��
��b�����-��b����r ÍÎÏ
��äåTL�Cx{|����<���
�T�L���s���YT �¡¢TL��

££¤¥ô¦¾ §�¨�.r pqT©k
lÍ©�Í��ª�¦¡²�r�Í��ª�«
¬gL®¯�°±=²Ù���³´Eµ�
¶·¸¹¦� r¡¢T~¦�T�L��T
©w º¢®±r

TL�»¼���T�L���zx�½
-���bµ¾¿;¦(ÀÑ�(ÁÂÃÄ
=�½-��zÂ�Å¼ÆÇÈ�ÉTÊË
�¦�½��� �Ì��ÍÍ}«3 Î
Ïr ,TLDEÐ«ÑÒ�T�L���}Z�
~�üÓÔÓÕ�Ö~�ü×Ør ÙÚÛ¢
ÜÞ�ÝÞßvàár T~¦§¨âã<�p
qTzgäåæª¦�¤3çè�r 

¡¢� pqT�.=·Léêëì0
��íz=gîãïT¾��¸¨ðñq�r
�Í©�ª�©(¦�L ©3¦�«�¸¨
©(¦�âã©3¦r Zò¬"¡ó�Z¡ó
"ô3�3(õpö÷r pqTøxÛ:µ�
!g�¯<qWr �¯ùEäd���ú)
ûül¦QTL� T©pqT!UCxv
wµ¦ýþr

!"#$!%&'()*""" + ,-./
!"#$%&'()*+

!"#$%&'()*+,-
!" !"

ÿ!"!1# "# $%&

0 1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国有企业改革催生了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现代社
保制度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国有企业改
革的历史进程。

1986年7月， 株洲市率先在全省实行
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费社会统
筹。 同年，衡阳、长沙也先后开展这一工
作。

自此，我省开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现代社保制度的探索，并不断深入和发
展，至今已全面建立起适应经济体制改革
需要的社保制度体系框架，成为实实在在
的社会“稳定器”、民生“安全网”：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 这正是人们希冀的“梦想”。

曾几何时，在养老靠儿女及单位负责
终身的年代，潇洒“走四方”是不现实的，
而现在，你不仅可以在不同单位间自由地
流动，也可以跨出省门，去到祖国大江南
北任意一个想去的地方。

一张社保卡，不仅见证了人人享有的
保障， 更照见湖南经济发展大步向前的
“雄姿”。

国企改革， 催生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

从刚退休时的40多元，到现在的2612
元，株洲市90岁老人陈正姑的退休工资变
迁史，见证着社保制度的改革史。

“这些年，享党的福，工资一年比一年
高，我感觉越活越有劲了。 ”8月23日，记者
见到了跟女儿黄纹元住在一起的陈正姑，
老人的气色很好。

而对于陈正姑来说， 最重要的，是
2000年起，她退休前的单位———
株洲芙蓉机械制造公司逐
步停产， 但她们这些退
休职工，由于退休工资
早已实现社会化发放，
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
响。

“1986年7月，株洲市率先
在全省实行市属全民所有制企
业职工退休费社会统筹。 1987年7月，株洲
被列为全国劳动人事、工资、社会保险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1988年， 更是率先
把所有的集体企业也一并纳入退休费社
会统筹。 这一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首先
是为解决企业之间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
重的问题，同时也为解决职工能进能出的
问题。 ”株洲市人社局职工养老保险科科
长梁德湘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革步
步深入，特别是企业实行利改税后，原来
由企业负担的“企业保险”已不能适应企
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退休费用
由企业直接支付，一些老企业的负担日益
加重，而且新老企业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
重。 此外，若企业发生亏损或出现“关、停、
并、分”时，退休职工可能会失去生活来
源。

1987年6月，我省出台《关于国营企业
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通知》， 明确在
国有企业实行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 当年
底，全省实行统筹的地、州、市、县76个。

“1986年起，企业新招的工人都要签
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制工人需要个人缴
纳养老保险费。 ”梁德湘提到。

1986年，我省出台规定，明确劳动合
同制工人退休养老一律实行社会保险制
度。 用工单位每月按劳动合同制工人工资
总额的18%缴纳， 劳动合同制工人按本人
标准工资的3%缴纳。

这意味着，固定工的退休费用社会统
筹由国家、企业负担，劳动合同制工人的
退休费用则开始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
共同负担。

1995年6月， 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拉开
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改革的序幕，开始全面
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

1997年12月，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实现
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并
轨，并与全国接轨。 这标志着我省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在与经济体
制改革、国企改革同频共振。

1984年， 我省选择管理基础较好的9
家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医疗保险制度试
点。 随后的10余年时间里，先后进行了离
退休职工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职工大病医
疗费用社会统筹、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结合等医改试点。

1997年，我省出台《湖南省建立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 完成
了从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福利型向社

会医疗保险型的转轨。

社保体系，不断突破，覆盖
城乡

2011年，我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实
施，养老保险事业迈入法制时代。

从这一年起，我省各项社会保险制度
建设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

社保制度建设重点由覆盖城镇职工
向覆盖城乡居民转变。

首先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
了从全覆盖到全并轨。

我省于2009年和2011年分别进行了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和城市居民
养老保险（城居保）试点，2012年实现了新
农保和城居保全覆盖。 2014年8月，新农保
和城居保正式并轨，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把机关事业单位和
城镇职工之外的人员，全部纳入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其次是2016年，合并实施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全面整合医
保管理体制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2015年10月，我省正式启动湖南省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确立了建
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
轨，25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退休人

员，不再游离于全省4000多万统账结合养
老保险参保人之外。

2015年2月， 城乡养老保险转移系统
上线运行，解决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间的转移接续问题。

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机关事
业单位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
有了明确规定。

这意味着，不同制度间人员合理流动
有了保障，只要你有梦想，不仅可以在不
同单位间自由地流动， 也可以跨出省门，
去到祖国大江南北任意一个想去的地方。
一张社保卡在手，就可以畅达五湖四海。

“目前，我省已建立起了由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5大险种组成，独立于企事业
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
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体
系框架。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实

现城乡全覆盖，工伤、失业、生育保险覆盖
全体职业人群。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
社厅厅长胡奇介绍。

截至2018年6月底， 全省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
4638.1万人、6906万人。

从2014年起，我省开始实施“全民参
保登记计划”。 截至2017年底，全省户籍人
口7300万人，已入库6600多万人，完成入
库率超过90%。

在完成“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后，我省
启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目前正有针对
性地开展参保扩面，着力从“制度全覆盖”
向“人人全覆盖”迈进，力争实现社会保险

“人人享有”。

社保制度，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这几年，国家养老政策对我妈这样

8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每个月都多给30元
养老金，年年增加。 我妈的退休工资现在
比我还高。 ”株洲芙蓉机械制造公司退休
老人陈正姑的女儿黄纹元对记者说。 黄纹
元是1996年病退的，退休时是501元，现在
拿到了2300元。

黄纹元提到的“每个月多给30元养老
金”， 是近年来我省每年为退休人员调整
增加基本养老金时，采取了对高龄退休人
员适当倾斜的办法。

日前， 我省实施2018年调整增加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 此次调整， 我省企业退
休人员迎来“14连涨”， 也是我省连续第3
年同步调整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 月人均增加134元。

陈正姑和女儿黄纹元，均成为从2005
年起至2018年，我省对企业退休人员实施
基本养老金“14连涨”的受益人。

近年来， 我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

稳步提高社保待遇水平，让全民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使全体参保人有更多获得
感。

从2014年7月1日起，我省对城乡居民
保险基础养老金进行了几次待遇调整，目
前已由原来的每人每月55元提高至85元。

我省还认真落实社保降费政策，切实
减轻企业用工成本。 今年上半年，全省落
实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率政
策，减征7.76亿元；落实养老保险缴费费率
过渡试点政策，减征1.55亿元。

我省从2016年起实行特殊药品制度，
将其纳入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为白血病、乳腺癌等重特大疾病参保患者
切实减轻了经济压力。

今年，我省列入特殊药品的品种达33
种，比2016年增加17种。

2015年11月，我省启动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工作，截至今
年6月，全省累计有46.76万人（次）直接受

益于大病保险，累计补偿达25.01亿元。 此
举有效防止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
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2017年8月以来， 我省连续出台社保
扶贫新政，从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
育保险方面完善并落实社会保险扶贫政
策。 今年上半年，共为51.11万贫困人员代
缴养老保险费3584.56万元，为612.75万贫
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医保8.17亿元， 贫困
人员参保率达100%。

“您本次住院总费用3239.19元，通过
基本医保报销1851.6元， 民政医疗救助
1175.25元，个人自付212.34元。 ”8月1日，
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健康扶贫“一站式”
结算窗口， 该市首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一站式”结算业务成功办结。 特困人员沈
云广办完手续后，感慨办手续再也不用到
处跑腿了。

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即各健康扶
贫协议管理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设置综
合服务窗口，为扶贫对象住院就医时享受
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
免、 民政医疗救助等优抚医疗补助实行

“一站式”结算。 8月1日起，我省已全面实
现县域内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这只是我省今年来在7个方面推出社
保便民惠企举措的一个缩影。

此外，我省还已经或即将实施网上办
理73项高频社保公共服务事项， 取消、下
放3项行政许可事项，取消7项公共服务事
项要求提供的18项证明材料等一系列便
民惠企举措。

从为“国企改革”服务，到为“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服务；从为“社会稳定”服务，
到为“社会和谐”服务，湖南社保制度，始
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发展，也成为与我们
每个人密不可分的“社保安全网”。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社保三湘，托起明天的“梦想”
湖南推行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大事记
1986年7月

株洲市率先在全省实行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
休费社会统筹。 同年，衡阳、长沙也先后开展这一工作。

1986年
湖南出台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的实施细则》，明确从1986年10月1日起，劳动合同
制工人退休养老一律实行社会保险制度。

1987年6月
湖南出台 《关于国营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

筹的通知》，明确在国有企业实行养老保险费社会统
筹。 当年底，全省实行统筹的地、州、市、县76个，参加
统筹单位53387个。

1989年
湖南省退休费用统筹委员会成立。

1991年6月
湖南执行 《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实行企业养老保险费统筹改革，改变
养老保险费由国家、企业负担，实行国家、企业、个人
三方共同负担。

1995年6月
湖南在全国率先出台 《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

1995年12月
湖南出台 《湖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

法》，湖南省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四个统一”，为全
省基本养老保险向全国统一制度并轨奠定了基础。

1997年12月
湖南出台 《湖南省建立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并轨。 当年底，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全省所有国有企业和46%的集体企业。

2006年
湖南根据国家政策，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立了养老保险基本政策
体系，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2009年11月
湖南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启动。

2011年
湖南出台启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

2011年
随着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正式实施，养老保险

事业迈入法制时代。

2014年8月
湖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正

式并轨，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14年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湖南开始实施“全民参保登

记”。

2015年10月
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启

动， 确立了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2018年
在完成“全民参保登记”三年行动计划既定目标

任务后，湖南启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力争实现社
会保险“人人享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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