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国全民参保

登记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目前全民

参保登记工作全面铺开，已经覆盖到

全国 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实现境内省份全覆盖。

“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是依据社会

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以社会保险全覆

盖为目标，通过信息比对、入户调查、

数据集中管理和动态更新等措施，对

各类群体参加社会保险情况进行记

录、核查和规范管理，从而推进职工和

城乡居民全面、持续参保的专项行动。

全民参保登记工作自 2014 年启

动以来，经历了在全国选定 50个地区

局部试点、在全国半数以上地区扩大

试点、2017 年全面启动实施三个阶

段。目前，全国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均已建立省级全民参保登记

数据库，登记信息平均入库率达 89%，

有 24 个省份登记信息入库率超过

90%，其中有 13个省份达到 100%。而

登记信息入库率低于 60%的个别省份

目前也正在加速推进工作。

“全民参保登记工作呈现出了蓬

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人社部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唐霁松介绍，目前

全国近九成省份已经开展入户调查；

近八成省份开展数据动态管理，明确

从实时到按年不等的动态更新周期；

各地均已建立省内跨部门、跨地市信

息对比机制，绝大多数省份实现了与

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定期交换比对数

据。

据了解，按照人社部部署，2017

年要全面完成辖区内全部目标人群的

登记工作，基本实现参保登记数据省

级集中管理，为建立国家级全民参保

登记信息库，完成各省登记数据联网

入库做好准备。

会议要求，所有省份务必在 9月

份完成全民参保登记省级数据库与国

家级数据库联网和数据上传，建成社

保系统的“大数据平台”，彻底解决人

员流动带来的信息和数据盲点；务必

在 10月底前完成入户调查登记任务，

同时要更多地采用手机 APP 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数据的采集；务必

在 10月底前完成数据 100%入库和上

传工作，加强全民参保登记数据库与

相关信息系统的对接，特别是加强与

业务系统的对接和数据共享，实现两

个系统数据实时联动，始终保持全民

参保登记数据库的动态性和准确性；

务必在年底前启动数据分析和成果应

用工作，加速数据分析成果转化应用，

准确掌握未参保群体的分布情况，以

及参保人数和社保基金的变化趋势，

以大数据分析支撑精确管理、精准扩

面、精细服务；9 月份全面启动和开展

评估工作，将评估作为检验工作成效、

总结工作经验、查找问题和不足的重

要契机，发挥好评估对全民参保登记

计划实施的促进作用。 任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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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教师参加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

近日，从桃源县机关社保处传来

消息，桃源县 675 名特岗教师参加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纳入财政预算。

据悉，招聘特岗教师是中央实施

的一项扶持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

策。近三年来，桃源县共招聘特岗教师

675 人，其中已转正入编 163 人，未入

编 512 人。由于特岗教师需 3 年服务

期满，考核合格后才能转正入编，养老

保险一直悬而未决。桃源县机关社保

处多次与县教育局、县财政局等多部

门衔接，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特岗教师

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独立

户核算，三年后未正式进编人员清理

转入企业社保，并做实其职业年金账

户，由教育局申报，机关社保审核，财

政保障，为其今后的稳定就业和合理

流动搭建起了社保服务平台。

刘世新

集中“曝光”社保欠费单位
近日，汉寿县社会劳动保险处通

过电视台以及多个户外屏向社会公示

45家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

位名称及法人代表姓名。

据了解，汉寿县有 166 家参保单

位，参保实际缴费人数 21413人。少数

用人单位缺乏依法缴费意识，不遵守

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履行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损害了职

工合法权益。社会公开告示内容将会

在每日黄金时间段滚动播出，督促欠

费单位及时还款，切实维护职工的社

会保险权益。通过此次欠费单位公示，

成功追回社保基金 500 余万元。

马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养老金调整到位

8 月 24 日，永兴县 4880余名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审批任

务完成，相关人员所调增资金本月底

前发放到位。8 月中旬来，该县部署并

展开此项调待实施工作，明确按人按

月普惠定额调整 50 元，再按本人 2016

年 12月基本养老金 3%挂钩调整，另对

70 周岁以上与 80周岁以上人员，分别

再增加 20 元与 30 元的倾斜调整，以

及对工残人员其定额和挂钩调整调增

不足 145 元的予以补差倾斜。永兴县

人社局通过加强调待政策的宣传和咨

询辅导、认真把好审核关等措施，确保

此项工作准确顺利实施。

李湖海 李智平 谭艳

日前，户籍现在广州市白云区的

蒋小红想将自己在永州市的养老保险

关系转至白云区，却因曾在广东佛山

南海区参过保，被告知需要先转到南

海区合并后，才能再转至白云区。蒋女

士感到非常麻烦，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她拨打了永州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

的电话。负责跨省转移工作的个人账

户管理科科长韩运雯了解情况后，立

即电话协调白云区、南海区社保中心，

终于达成了从永州市和南海区同时转

至白云区的方案。蒋女士得知后在电

话里激动地说：“没想到你们这么为办

事群众着想，解决了我的大难题！”这

是近年来永州市社保处换位思考、将

心比心，处处为群众着想，全力打造优

质服务窗口后的一个剪影。

贴心的为民环境让群众舒心，细

心的便民措施让群众省心，热心的暖

民服务让群众称心，在永州市社保处

窗口单位，类似的用心服务事例经常

发生。近日，永州市社保处在全省人社

系统 3000多家窗口单位中脱颖而出，

成为被湖南省人社厅推荐参与全省文

明窗口单位评选表彰的 3 家单位之

一。

永州市社保处以入驻市政务中心

市人社局分中心为契机，按照社保标

准化要求，对经办服务大厅进行了升

级改造，营造出一个标识清晰、设施齐

全、冷暖相宜，让群众感到舒适满意的

贴心环境。为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该处设置了值班台，由一把手带头，处

领导、科室负责人每天轮流值班，负责

接待来访群众与政策咨询，并监督指

导大厅服务；制定了首问负责制，第一

个受理群众咨询、投诉的工作人员，无

论是否属于自己职责范围，都要负责

到底；对经办业务进行了梳理，简化办

事流程，规范办理手续，规定办结时

限，并上墙公示；实行一次性告知，用

一张清单将办事依据、所需条件与资

料、办结时限等全部列明，放在窗口，

办事群众拿到告知书后一看就能明

白，不用再跑“冤枉路”；编印了办事指

南、业务政策一本通等资料，摆在大厅

供群众免费领取。如今，永州市社保处

经办的所有业务都能在服务大厅 2 楼

窗口一站式办结，而且只要资料齐全，

就能实现即时收件、即时处理，尽量缩

短办结时限。热情周到的服务得到了

群众的普遍认可，该单位已连续 5 年

保持了有效服务投诉为零。

罗基松

双峰县
全面推进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今年 7 月以来，双峰县全面部署开展全民参保登

记工作，将对各类群体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进行记录、

核查和规范管理。

为确保信息准确，乡（镇）、村（社区）工作人员走村

入户实地开展信息登记工作，对外出登记对象采取打

电话、发信息等方式进行联系。双峰县人社局成立了全

民参保登记工作督导组，建立工作 QQ 平台，及时解答

乡镇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8 月份督导组对全县 15 个

乡镇和经开新区全民参保登记工作进行了多次督查，

推动工作的有序开展。截至日前，全县已完成未参保人

员登记录入 120685 人，参保人员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异

常信息修正 59639 人。 赵锦龙 彭永坤

全力以赴坚决打赢全民参保登记攻坚战

今年全面完成辖区内参保目标人群登记

北湖区
9月 25日前完成入户调查

8 月 31 日，郴州市北湖区人社局对辖区

内 14 个乡镇街道劳动保障站的工作人员、

26 名片区联系工作人员进行了全民参保培

训。培训对各乡镇、街道提出了工作目标，要

求在 9 月 25日之前完成对各乡镇（村组）、街

道（社区）分配的入户调查对象，开展入户调

查工作。工作小组以两人为单位，严格按照

《湖南省全民登记表》等各项指标填写。在入

户调查过程中新发现需调查的人员，及时补

充名单。此前北湖区已经做好摸底和调研等

全民参保登记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开始进

入实施性阶段。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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