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6.2000 年 -
2017年，全省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从

8128元增长至

659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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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何金燕

11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
举行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第15
场新闻发布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发布了40年来全省人社事业改
革发展成就。

40年间，全省从业人员规模由1978
年末的2280.05万人扩大至2017年末的
4890.22万人，劳动力参与率达88.8%；全
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4711万人；
专业技术人才总数达306万人， 技能人
才总量达460万人……

40年来，全省人社系统紧紧围绕
“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主线，扎实
推进各项工作，人社事业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
全面增强，书写了一幅温暖幸福的民
生答卷。

1.就业，市场供需总体
稳定平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中央
更是将“稳就业”列为“六稳”工作之
首。历经40年沧桑巨变，就业方针由

“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
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向“坚持劳
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
促进就业”转变，就业制度由“统包
统配”向市场化导向转变，就业服务
由服务城镇劳动者向统筹城乡转
变。近年来，我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制定实施“1+3+X”新一轮积
极就业创业政策， 加大就业资金保
障力度， 为劳动者就业创业提供了
政策支撑与有效指引。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40年间，我
省 从 业 人 员 规 模 由 1978 年 末 的
2280.05万人， 扩大至2017年末的
4890.22万 人 ， 劳 动 力 参 与 率 达
88.8%； 其中省内城镇从业人员规模
扩大4.76倍，达1733.55万人。近10年，
每年拉动城镇新增就业73万人以上，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规模达1583
万人。截至2018年9月，我省城镇登记
失业率降至3.61%， 为近年来的最低
点；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第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已由1978年
的79:13:8， 逐步调整为2017年末的
39.7:22.8:37.5。40年间， 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规模实现井喷式增长， 增加

1235万人，达1431万人。近几年，全省
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
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处于1.09
至1.23区间，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始
终旺盛，市场供需总体平衡。

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加大创
业培训和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力度，全
省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
直接扶持 37万人创业。 大力实施
“135”“2151”“双百资助”等创新创业
工程。仅2017年至今年9月，全省新增
市场主体128.43万个， 带动城乡就业
300万人以上。

重点群体就业稳定。坚持把高校
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今年1至9
月，已有32.61万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实
现了就业， 初次就业率为88.05%。近
15年来， 帮助524万名失业人员、166
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统筹
推进农民工、 残疾人、 退役士兵、妇
女、“4050”人员等群体就业。

就业扶贫扎实推进。深入开展劳
务协作脱贫，形成了“1143”的工作经
验，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并在
全国推广。大力实施“311”就业扶贫
行动，累计有36万人享受了各类扶持
政策。建立就业扶贫基地537个，提供
扶贫专岗1796个， 已稳定吸纳1.8万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2.人才，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引擎

湖南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各
类人才纷至沓来，成为推动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引擎。

人才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全省专业
技术人才总数已达306万人，其中国有
企事业单位高级职称人才12.92万人、
中级职称人才43.2万人；在湘两院院士
80人（含外聘院士），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6人，“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
人选12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2188人；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460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35万人。

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全省已
建成12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0个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57个博士后协作研发
中心（博士后创新创业基地），累计招收
博士后3196人，出站1413人。今年，我
省全面贯彻落实“芙蓉人才行动计划”，
扎实做好“100个科技创新人才”引进
工作，首次走出国门，赴英国、德国开展

引才推介和洽谈，取得丰硕成果。
高技能人才培养日益加强。40年

来， 全省技工院校从1978年的30所，
发展到今天的133所， 在校生规模超
14万人。最近，我省出台了加强技能
人才培养建设技工大省的意见，勾勒
出技能人才培养蓝图。

人才发展环境不断改善。自1978
年开展职称评定工作以来，我省不断
完善评价体系， 修订各系列职称申报
评价标准，创新评审机制。前不久，又
出台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
革的实施方案。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一体化平台实现省市联网、 省际互
通、数据共享；在长沙高标准规划建设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人力资源产业
集群在三湘热土蓬勃发展。

3.社保，保障体系覆盖城乡
40年来，我省社会保障制度从无

到有，保障水平从低到高，保障能力
从弱到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取得瞩目成就。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
成就。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
省开展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先行先试的探索。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 我省开始了建立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
险制度的实践， 建立起统一

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职工医疗保险
制度。新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 持续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社会保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阶段，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制度全面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和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并轨， 工伤、
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成熟定型。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
力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养老保险
实现城乡全覆盖，工伤、失业保险已
覆盖全体职业人群。目前，全省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4711万人、失业
保险557万人、工伤保险787万人。

社会保障待遇稳步提高。 连续14
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月
平均养老金水平从1995年的192元增
加到 2017年的 2270元 ， 年均增幅
11.9%；城乡居民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 由试点之初的每人每月55元提
高到每人每月103元，比国家最低基础
养老金标准高出15元； 失业保险金平
均标准提高到1145元/月。

经办服务更加方便快捷。 全省社
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500万人， 覆盖
80%的常住人口，依托社保卡，深度开
发便民应用； 创新社会保险经办服务，
网上经办服务覆盖率达70%以上；坚持
网上和手机APP认证为主的非现场认
证方式，异地人员领取待遇更加便捷。

4.劳动关系日益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劳动关系经

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工制
度到全面建立劳动合同制度的根本
转变。

工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完善。国
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深入实
施，工资集体协商稳步推进，最低工
资制度逐步完善， 企业自主分配、平
等协商确定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
初步形成，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
补贴制度逐步健全。1995年至2011
年，全省年社会平均工资由4797元增
长到34586元；2000年至2017年，全
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从8128元增
长至65994元； 最低工资标准从无到
有，提高到了1130元/月-1580元/月。

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进
一步规范劳务派遣许可、特殊工时许
可，推进集体劳动合同和工资集体协
商，开展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与园区评选推荐， 做好劳动用工备
案、集体合同备案等工作。

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不断强化。
省、市、县三级建立了以政府分管负
责人为总召集人的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联席会议制度，实施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制定应急周
转金管理试行办法，从源头上建立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长效机制。 近年
来，每年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专项检查， 近5年累计责令支付农
民工工资及赔偿金共31.8亿元。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多元格
局已经形成。1986年， 恢复中断30年
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此后，不断加
强调解仲裁组织建设，建立了“协商、
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机
制。近年来，我省坚持调解优先，加强
裁审衔接，仲裁结案率保持在9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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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 � � �1.40年间，全省从
业人员规模由1978年
末 的2280.05万
人扩大至2017年末的

4890.22万人，劳
动力参与率达88.8%；

� � � �2.近10年 ，我省每年

拉动城镇新增就业73万
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总规模达1583万人；

� � ��3. 全省专业技术人才达

306万人， 其中国有企事业

单位高级职称人才12.92万
人、中级职称人才43.2万人；

� � � �4.全省技能人才

总量达460万人 ，
其 中 高 技 能 人 才

135万人；

�� � 5.1995年-2011
年， 全省年社会平均工

资由4797元增长

到345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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