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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实施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新政
分类确定工资效益联动指标、改

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近日，湖南

省政府发布《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

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我省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

制将按照“效益增工资增、效益降工

资降”的同向联动原则，合理确定企

业年度工资总额增长或下降幅度。

坚持分类分级管理
《实施意见》提出，国有企业工资

分配要切实做到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

讲效率又讲公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健全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与经济效益同

向联动、能增能减的机制，在经济效益

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

动报酬同步提高。统筹处理好不同行

业、不同企业和企业内部不同职工之间

的工资分配关系，调节过高收入。

充分发挥市场在国有企业工资

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职工工资

水平与劳动力市场价位相适应、与增

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相匹配。更好发挥

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和

调控作用，改进和加强事前引导和事

后监督，规范工资分配秩序。

《实施意见》规定，坚持分类分级

管理。根据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性质定

位、行业特点和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程

度，实行工资总额分类管理。按照企

业资产产权隶属关系，健全工资分配

分级监管体制，落实各级政府职能部

门和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或其他企

业主管部门，下同）的分级监管责任。

国企工资和效益好坏挂钩
《实施意见》提出，要分类确定工

资效益联动指标。根据企业功能性质

定位、行业特点等因素，选取反映企

业生产经营特点，体现职工劳动直接

贡献的业绩考核指标作为工资效益

联动指标，合理确定考核目标，突出

不同考核重点。工资效益联动指标原

则上不超过 4 个，包括经济效益指标

和社会效益指标，其中经济效益指标

是核心指标。

《实施意见》规定，要进一步完善

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按照“效益增

工资增、效益降工资降”的同向联动

原则，合理确定企业年度工资总额增

长或下降幅度。增长或下降的规则要

一致，选取相同的指标和权益。

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当年工资

总额增长幅度可在不超过经济效益增

长幅度范围内确定；企业经济效益下

降的，除受政策调整等非经营性因素

影响外，当年工资总额原则上相应下

降。企业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工资总额不得增长，或者适度下降。其

中，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小于 90％的，

当年工资总额降幅不低于 5%。

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
《实施意见》提出，完善企业内部

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国有企业在经备

案或核准的工资总额预算内，依法依

规自主决定内部工资分配。

同时，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

革。国有企业要统筹考虑以具有竞争

力的薪酬水平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

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科学制定与企业

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薪酬策略。建立健

全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

以岗位价值为依据，以业绩为导向，

参照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并结合企

业经济效益，通过集体协商等形式合

理确定不同岗位的工资水平，向关键

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岗位

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企业非

核心岗位的工资应逐步向劳动力市

场价位接轨，合理拉开工资分配差

距，调整不合理过高收入。加强全员

绩效考核，使职工工资收入与其工作

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挂钩，切实做到

能增能减。

本报综合

湖南即将出台人力资源
测评考务工作规范

人才报 /民生网讯（实习记者 李良

婷）为进一步规范全省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系统组织实施的各类社会化测评

考务工作，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确

保测评考务工作的顺利实施，2018 年

12 月 28日，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在中南大学举行《湖南省人力资源测评

考务工作规范》初稿专家咨询会，湖南

建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跃龙、

株洲市人社局副局长廖文辉等 9 人受

邀对《规范》初稿建言献策。

省人社厅副巡视员冯奇出席咨询

会听取专家发言，并表示测评考务工作

要坚持遵循公平、公正、科学、规范、安

全的基本原则。课题组成员要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为《规范》的制定提供更多科

学依据，让《规范》更完善、更科学、更规

范。

据了解，该《规范》于 2018 年 3 月

获批准立项，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根据

省标流程要求，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

成立《规范》制定小组，委托中南大学成

立专项课题组，负责《规范》的编写及校

验工作，并联合课题组先后赴约北京、

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开展一系列调

研工作，为《规范》的编写获得大量文字

资料和原始数据。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本次专家咨询

会进一步完善《规范》内容，并于 2019

年 1 月向湖南省市场监管局送审。届

时，正稿将在省市场监管局公共网站发

布公告进行公示并制作成册。

人才报 / 民生网讯（实习记者

黄林凤）记者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在长沙举办的湖南省 2018 年度失

业保险稳就业政策宣讲会上获悉，

我省失业保险通过连续三次降低费

率、实施稳岗补贴和技能提升补贴

政策，3 年来累计为企业减负 23.3

亿元。35家省本级参保企业的人力

资源部门负责人以及失业保险专管

员参加本次宣讲会。湖南省就业服

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光明出席并

讲话。

会议介绍了全省失业保险基本

情况。截至 2018年 11月底，全省失

业保险参保单位 13.8万户，参保人

数 581.9万人，累计向 2089户参保

单位 53.3万职工发放稳岗补贴 1.48

亿元, 对 4732名企业职工发放技能

提升补贴 750.9 万元。1 至 11 月全

省累计发放失业职工失业保险待遇

和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

8.83亿元，受益人群 8.9万人。

数据背后，显示出湖南省失业

保险政策利好。会议解读了包括稳

岗补贴、技能提升补贴及我省促进

就业工作“二十条”等在内的失业保

险系列惠企政策，并详细讲解了稳

岗补贴和技能提升补贴的具体申请

流程。

据了解，我省失业保险通过连

续三次降低费率、实施稳岗补贴和

技能提升补贴政策，3 年来累计为

企业减负 23.3亿元，增加职工个人

收入 10.25 亿元。共向 1.21 万户参

保单位发放稳岗补贴 9.48 亿元，惠

及职工 272.3万名；共发放技能提升

补贴 809万元，受益职工 5082名。

“希望失业保险稳就业等政策

要被宣讲好和落实到位，真正为企

业和社会大众所熟知，为社会服

务。”周光明表示，希望大家全面了

解失业保险系列稳就业政策，带动

更多的企业和职工知晓并享受政策

红利。

会上除了宣讲失业保险稳岗补

贴和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还

集中抽查了 2018 年度企业提交的

稳岗补贴申报资料，并为符合稳岗

补贴申领条件的企业现场办理了发

放手续。

人才报 /民生网讯（记者 叶飞

艳）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

局、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关于

机关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公告》。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湖南省范围内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费 (不含职

业年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应当缴纳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 和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交由税务部门征收。

根据《公告》，机关事业单位应

于每月 25 日前，向税务部门申报缴

纳社会保险费。其中，个人缴费部

分，由用人单位根据社会保险费政

策规定代扣代缴，并在规定时限内

向税务机关缴纳。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交由税务部门征

收后，原则上维持原有缴费方式和

银行、社区、村组、学校等单位代收

渠道不变。各级税务部门要进一步

优化缴费服务，提升缴费人缴费体

验，逐步为缴费人提供“实体、网上、

掌上、自助”等多元化缴费渠道，并

及时向社会公告。

跨年度征收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交由

税务部门征收。

此外，按照分工，社会保险费政

策制定、参保登记、待遇发放等业务

咨询和宣传辅导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医疗保障部门负责（12333 热

线）；社会保险费征收方式、缴费渠

道等业务咨询由税务部门负责

（12366热线）。

1月 1日起，湖南机关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
社保费由税务部门征收

湖南失业保险三年累计为参保单位减负 2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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