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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基业，民生为本；家国兴隆，人才为先。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中勇立潮头，乘风而上，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不拘一格聚人才，全力以赴惠民生，防控风险促
稳定，不断推动全区人社事业向前发展。

从传统手段到立体覆盖，他们在打通“互联网＋人社”公共服务体系中勇毅笃行；
从“统包统配”到自由择业，他们在推动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工作中蹄疾步稳；
从病有所医到老有所养，他们在推进社保改革、覆盖城乡社保体系中一往无前；
特别是 2015 年以来，全区促就业、稳增长，每年新增城镇就业 9000 多人，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 4%以内；推

进“全民参保”，养老、医疗(含生育)、工伤、失业各险种全区总参保人数达 53.5 万人；发放社会保障卡 23.6 万张，
养老、医疗、工资“一卡通”领跑全市；年均获得省、市、区各级荣誉 30 余项……一串串喜人的数据见证着该区人
社工作极不平凡的历史进程。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幅幅温暖的民生画卷在巴陵大地徐徐展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社局是
民生大局，要心系民生、主动作为，要把保障民生和
服务发展的‘软实力’打造成核心引领、区强民富的
‘硬支撑’， 要不断强化明显优于周边的区域竞争
力。”岳阳楼区委书记陈阁辉对全区的大小事务都记
挂于心，对人社工作有着殷殷期待。

1984 年， 岳阳市南区、 郊区设立劳动人事科，
1996 年合并建立岳阳楼区劳动人事局，2010 年更
名为岳阳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这不仅是名
称的历史变迁，更是发展格局的不断更新，是政府服
务不断贴近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社会发展真快！ 我们这儿以前是郊区，想不到
也能享受城里人的待遇，老了有养老金领，看病有医
保报销，年轻人当的当老板，做的做工人，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幸福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家住该区花果
畈社区的易伯，一边在社区平台办理医保缴费，一边
与身边老伙计拉家常。这一席话朴实无华，却勾勒出
岳阳楼区人社服务融入百姓日常的生动画面。

易伯一家和岳父母同住，往年都要陪两位老人到
社保部门进行一年一次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老人
行动不便，易伯要连扶带抱，用车子送他们到区社保
站。 每年这个时候，易伯总要提前好几天做打算。

2015年 9月，岳阳楼区公共网络服务平台一期
建成上线，89 项服务工作被下放到 42 个社区平台
办理；如今，服务已扩展至 102 项，覆盖全区 107 个
社区（村）。

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医保缴费、失业签到等业
务在社区就可以一次性办结。“刷刷身份证，看看摄
像头，遛个弯的功夫，就把以前要‘跑远路、排长队’
的事情给办妥了！ ”易伯模仿认证的样子，把大家逗

乐了。
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 2018年岳阳

楼区全面实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易伯
按照政府补贴参保的优惠政策， 参加了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 退休后他就能按月领到
900 多元的养老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每
年还能再涨一点，易伯对此很是满意，往社区
平台跑得更勤了，几乎成了人社服务的义务宣
传员。

和易伯一样，年轻人易伟也对“互联网 + 人社
服务”很好奇，于是通过社区平台提交了关于就业技
能的培训需求， 没想到真的顺利参加了区人社局举
办的焊工培训班。 如今易伟凭着一手漂亮的技术活
开店创业，在同行中已小有名气，他对该区公共网络
服务平台带来的便利赞不绝口。

目前， 岳阳楼区公共网络服务平台已成功办理
各类人社业务 104.5 万笔， 全区居民都能就近享受
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真切感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带来的民生福利。作为先行先试的部门负责人，
岳阳楼区人社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和平说：
“区委、区政府对民生的深切关注，要通
过我们职能部门积极履职尽责来体现，
我们运用好这张为老百姓办实事的
服务网，在社区实现了‘进一张
门、 找一个人、 一次性办
成’，让全区居民在五个
‘一公里服务圈’ 建设
中提升满足感、 幸福
感，为核心引领区发
展凝聚力量。 ”

“‘工农兵商学，生老病死葬’，人社各项服务全
部涉及到人，‘人社人’就是要俯下身子为群众‘保障
一生，服务一生，记录一生’！ ”李和平这样诠释人社
服务工作，话语中透着真情，眼神里写满坚定。 新生
儿一落地就有医疗保险的呵护； 上班族有工伤保险
兜底保障； 失业了有失业保险； 退休了有养老保险
……社会保险保基本、兜底线，全部涉及民生，与群
众利益紧密相连。 可以说，不论人们从事什么职业，
处在什么阶段，人社的呵护无处不在。

“人社人”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完
善社保体系。 走进该区人社局办事服务大厅， 墙上
“人社人，为人民”几个大字赫然入眼。宽敞明亮的大
厅已无往年人头攒动的拥挤， 便捷温馨的服务替换
了昔日“跑断腿、说破嘴”的记忆，智能化服务体系的
覆盖，切实兑现着“民生为本”的承诺。该局连续 6年
保持人社窗口“无违规经办、无重大投诉、无恶意炒
作”。

“多亏有了健康扶贫好政策，医保系统共报销了
35 万元，剩下的自付部分只有将近 4 万元，感谢政
府，医保救了我的命！ ”2018年 10月 10日，岳阳楼
区城乡居民医保征缴系统正式启动， 辖区居民邓先
生早早来到社区平台办理参保。

邓先生家境贫寒，因患白血病曾住院 3次，治疗
费用高达 39万元。 2018年 4 月，他首次入院治疗，
医保系统自动识别其贫困人口身份后， 立即为他开
通绿色通道，享受“先诊疗，后付费”的健康扶贫政
策，免予预交住院费用，直接入院治疗。

“政府全额资助我参保，还提高了医保待遇，住
院、出院都不用自己去开各种证明、申请补助，读一
下身份证，系统就直接认可了，一分钟都不用就办完

了结算手续。 ”出院时，邓先生通过健康扶贫“一站
式”结算平台，省去了原来办出院手续要跑多个部门
申请补助的麻烦， 相关费用由医保系统统一支付。
“疾有所医、病有所保”的惠民政策让全区无数个“邓
先生”免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之难。

岳阳楼区人社局在深化社保改革的路上求索不
止。 推进全民参保登记、实现社保全覆盖、深化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贯彻落实异地转续衔接政
策、实现异地就医全国联网结算……一项项民生实
事的落实，留下了“人社人”一行行稳打稳扎的
脚印。

“职工退休工资由原来几十元增
长至现在的几千元。 计划经济时代，
只给退休干部保障，现在提标扩面
达到几十万人。 特别是将被征地
农民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政府人
均补贴近 2 万元参保，解决了失
地农民养老保障的问题。 ”分管
社会保险工作的副局长唐丰旻
说， 加快建立更公平完善的社保
体系， 就是要促进社会资源和改
革发展成果全面共享。

数字无言，胜于雄辩。 据该局分
管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副局长刘
蒙介绍，2018 年， 全区新增工伤参保企
业 158 家、参保人数 2435 人，实现行业全
覆盖、做到“应保尽保”；养老、医疗(含生育)、失
业、工伤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达 18.72 亿
元，待遇及时足额发放率 100％，全区居民的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都说过年前工作不好找，这个招聘会真的来
得及时！”2019年 1月 18日，在“省就业援助月岳阳
楼区桥西片区招聘会”上，百余家吸纳就业困难人
员的企业岗位大受欢迎，促成 600 余人达成就业意
向。

因妻子身体残疾长年需要照顾，刘先生成为该
区吕仙亭社区的就业困难户。 找到稳定工作的他激
动不已：“‘311’就业服务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2018 年 10 月以来，该区
就业服务局全面开展“311”就业服务进社区活动，
针对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像刘先生这样的就业困
难人员定向提供就业服务，每年提供至少 3 次岗位
信息推送、1次免费技能培训和 1 次专项职业指导。
此前，刘先生报名参加烹饪技能专项培训，还接受
了岗位信息推荐， 通过这次就业援助专场招聘会，
终于实现了就近就业的愿望。

而就读于湖南理工学院的小吴，则在“民营企
业招聘周”上选择了加盟本土企业。 他有自己的想
法：“我在这里学习生活多年，对岳阳城区的发展了
然于胸，通过大学生创业培训班我还了解到很多扶
持政策，得到了专家的指导，我有信心在加盟的企
业发挥自己的才干。 ”

据岳阳楼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分管就业工作的
副局长万力介绍， 该区 2018 年共举办就业援助专
场招聘会 3 场，“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4 场，为棚
改拆迁对象、“4050”就业困难人员、未就业大学生
和返乡务工人员等提供就业创业培训和指导 3000
余人次，全年共促成就业意向 6000 余人次，新增城

乡就业 1万余人。
就业质量提高了，人才强区的文章也大有可为。

岳阳楼区连续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
作的意见》《岳阳楼区人才战略发展五年规划纲要》
等人才政策，大力引才引智，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人
才梯队，促进发展提速。

近年来，全区通过“四海揽才”、“三支一扶”、公
务员公开招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公开选
调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千余人，积极引导大
学毕业生服务基层，并通过公共服务购买方式，公开
招考大批大学生充实到乡街、社区……

“天生我才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人才的
流动方向，标志着大城崛起的过程中，核心引领区高
质量发展的轨迹。 越来越多有眼光、 高层次人才看
中岳阳楼区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多大学生和返乡人
员投身岳阳楼区双创潮流，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才成
长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

2019年 1月 25日，岳阳楼区举行第二届“十佳
创业青年”“十佳创业巾帼”颁奖典礼。岳阳楼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徐平介绍，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鼓励
创新创业、优化营商环境、细化配套服务、全面引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全区新增创业主体 9000多
家，带动就业 1.5万人，非公有制经济总量占比 90%
以上，从业人员超过 40万。

随着全区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旅游休闲中心、
城市居住中心等产业战略落地实施，转型发展、创新
创业的核心引领区格局已然形成，171 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热潮涌动。

岳阳楼区是岳阳市
中心城区，区人社局因信
访量大、矛盾集中、遗留
问题多，被称为“第二信
访局”。 2018 年， 全区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
全年接通约 1 万人次，人

社部门办理热线工单就有
3933 件 ， 回 复 办 结 率 达

100%。 为了缓解本区信访工作
压力，该局党组坚持开门接访、主动

约访、 定期下访， 对信访群众不推、不
躲、不拖；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全区近 7
年没有出现 1 例因拖欠工资而引发的
群体性事件。

“谢谢！谢谢！多亏了你们高效率处
理，才让我在年前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
2019 年 1 月 16 日 18 时，区人社局劳

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邓斌刚从接访现场回到办公室，
便接到了一个感谢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名叫高玉勇，四川彝族人。 2018
年 3月，他从家乡来到该区某建筑公司打工，却遭遇
老板无故拖欠项目工资 2.1 万元。 2019 年 1 月 16
日 16 时，高玉勇到岳阳楼区信访局投诉举报，邓斌
赶到现场接访。确认属实后，邓斌当即给建筑公司发
送了协助支付工资的电子信函。 经过紧张协调，2小
时后，高玉勇收到了 2.1万元银行到账通知。

“迅速接访、快速落实”是“人社人”一直遵循的
工作目标。 邓斌说：“农民工工资‘零拖欠’的底线必
须得守住， 不能让农民工兄弟吃亏受累还拿不到自
己的血汗钱！ ”

近年来，区人社局运用协商、调解、仲裁、监察等
手段，与公安、司法、工会、法院等部门联合行动，引
导劳动者依法维权、处理各类诉求。分管劳动维权工
作的局党组成员彭可军说，通过长期努力，运用多部
门联合执法、长期网上追逃等手段，岳阳楼区及时清

零了劳资纠纷案件。 2018 年，全区共受理劳资
纠纷案件 1106� 起， 涉及劳动者 3850 多

人，帮助追回工资 916 万元，为当事人
挽回经济损失 876万元。

躬身大地，俯拾芬芳。“人社
人”的辛勤付出，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 农民工亲切地称呼他
们为“保护神”，人社服务
品牌越擦越亮。 岳阳楼区
人社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
和平说：“让劳动者实现
更体面的劳动，是‘人社
人’的初心和责任；心忧
天下、敢为人先是‘人社
人’的光荣传统。 全局将
进一步稳就业、 促发展、

强保障，在大城崛起的新时
期，为核心引领区、核心增长

极建设作出新贡献。 ”

破旧立新， 服务民生为本

苦心孤诣，深化社保改革

心忧天下，坚守维权阵地

四海揽才，稳促就业创业

岳 阳 楼 区 2018
年首场“春风行动”招
聘会现场人气爆满。

胡 鹏 摄

1 月 25 日，岳阳楼区举办第二届“双十佳”颁奖典礼。 刘红艳 摄

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险宣传进社区
活动。 胡 鹏 摄

人社局工作人员
为居民进行养老保险
认证建模。 胡 鹏 摄

贫困对象通过健康扶
贫“一站式”结算享受各项
政策待遇。 胡 鹏 摄

躬身大地
———岳阳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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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区一次招聘
会现场。 戚壮波 摄

� 居民在社区咨询掌上
人社业务。 戚壮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