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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的感
受是第一标准。

今年以来，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在推动营商环境提升中，两江新
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从“政府视角”
切换到“企业视角”“群众视角”，率先
在重庆推行数字化业务办理，跑出加
速度。

办一项业务跑多个科室，这在以
往是常态，“多头跑、来回跑”是企业
反映的突出问题，费力又耗时。如
今，新区自贸区政务审批大厅开设24
小时自助服务区，基本实现“区、街
道、社区”三级服务平台全覆盖，提供
信息查询、业务经办等20多项自助服
务功能，不间断、广覆盖地满足企业
和群众信息查询及部分业务办理需
求。比如参保人可持本人身份证和

社保卡查询个人信息、完成养老待遇
资格认证、申领社保卡、打印参保证
明等。

推动营商环境革新，两江新区社
会保险管理中心坚持刀刃向内疏通
企业办事堵点，聚焦“好差评”数据改
进服务，数字化办理再创“高光时
刻”——率先在全市开展社会保险业
务档案电子化工作。目前，1992年至
今31769卷社保业务档案全部转为数
字化，新区各级社保平台工作人员可

“零等待”调取办事群众档案信息。
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两江新

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通过信息化应
用，推行全程网办，让数据多跑路、企

业少跑腿，不断提升人社领域企业办
事便利度。

企业从“瘦身”提速中感受两江
新区营商之变，手机短信、QQ和微信
业务群推送、媒体报道等实时宣传方
式，也让他们倍感温暖。两江新区社
会保险管理中心大力宣传社保业务
线上经办渠道，引导参保企业和办事
群众通过社保网上经办平台、重庆人
社APP办理各类社保业务。截至目
前，辖区94%的参保企业开通并使用
网上业务经办功能，55%的参保人通
过手机申领电子社保卡，居全市前
列。

率先推行数字化办理
从“政府视角”切换到“企业视角”

在两江新区，亲商、安商、富商就
像接力赛，一棒接着一棒跑，每一棒
都全力以赴。在这场赛程中，两江新
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大行“简约”之
道，化繁为简，辖区范围内8个直属街
道和48个社区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
达到100%，实现服务事项向基层平
台下沉、向银行网点延伸，窗口服务
向前移，全力构建“10分钟人社服务

圈”。
“以前跑多个窗口要2天左右才

能办完，没想到现在一个窗口一口气
就办结。”在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的过程中，企业用“特轻松”3个字形
容服务体验。

来到两江新区社保大厅，按照
“能并则并”“能省则省”原则，两江新
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将“业主多方

跑”变为综合窗口集中办理，将“企业
反复跑”变为“一窗进出、并联审批、
全程代办”，37个标准化对外服务窗
口，实现社保、医保、就业各版块业务
通接通办。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两江新区
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简化办事材料30
余项、精简办事环节10余个，实现常
规事项及时办、复杂事项承诺办、特
殊事项重点办、多方事项联合办、重
要事项督办。

打破壁垒一窗受理、通接通办，
意味着大刀阔斧再造营商环境，效果
立竿见影。过去企业开办流程复杂，

要跑工商、税务、银行、社保、公安等
多家单位，提交多套资料，而现在新
开办企业仅需“一码”，便能即时开
户。

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先行先试
的勇气，业务经办中遇到的难点、堵
点、痛点，就是社保服务的切入点。
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接连推
出窗口预约、延时服务、便民窗口、绿
色通道，7月“无假之保”公众号上线，
预约办理模块已经测试完毕开始试
运行，届时将让“就近办理”更近一
步。

就近办理化繁为简
打破壁垒实现一窗受理、通接通办

“降费减负的政策有哪些？”“如
何为员工办理参保？”“社保补贴的范
围是什么？”……电话这头，企业经办
人问得很仔细，每一个问题都有“添
柴加火”“雨中送伞”的意义；电话那
头，专业客服娓娓道来相关政策，一

一解答企业困惑，电话热线架起企业
与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之间
的连心桥。

但在过去，电话咨询常常发生一
些意外的小插曲，如果中途有其他用
户打来电话，原本正在办理的业务就

只能按下“暂停键”，客服分身乏术，
影响沟通成效。

怎么办？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下深水”破解难题，以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引入8名话务专员专职
从事咨询电话接听及转接业务。

数据最为客观，自2019年10月
投入使用来，已累计接听来电21万余
人次，向业务科室转入4万余个需实
际处理电话，过滤非社保部门电话3
万余个，话务专员直接进行政策解答

13万余人次。
在市人力社保局信息中心大力

支持下，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完成话务系统技术改造接入12333语
音 自 助 查 询 功 能 。 同 时 ，邀 请
12333服务热线培训讲师进行1周集
中授课，确保话务专员基本掌握社保
现行政策。据统计，通过话务咨询服
务，新区社保咨询电话投诉率已从原
来的9%下降至3%左右，较好地提升
了辖区参保企业和办事群众满意度。

引入话务专员咨询
直接进行政策解答13万余人次

两江新区社保大厅引导人员为办事群众指导一体机办理流程

“一人得病、全家受累”，在
过去，疾病压倒了很多家庭。

医疗保障工作社会关注度
高，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紧密，
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两江新
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紧跟国家
医改步伐，做实医保基础工作、
落实医保惠民政策，为辖区居民
带来一个又一个福音。

据统计，截至5月底，两江新
区职工医保参保38万人；居民医
保参保16万人，共支付职工医保
待遇 2.8 亿元（含生育保险待遇
4606 万元）、居民医保待遇 5105
万元。

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民
生温度，医疗保障兜底减轻看病
负担。从一个人的“小家”考虑
到一个区的“大家”，两江新区社
会保险管理中心做好新区医疗
机构年终清算工作，续推跨省异
地就医结算，稳步提高医保电子
凭证激活率，落实各项降费减负
政策，为辖区参保企业减负 2.3
亿元……

一项项医保惠民政策从承
诺变为现实，两江新区社会保险
管理中心不停为企业和群众的
切身利益奔走忙碌：做好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费用按月结算拨付
工作；督促医药机构做好医保药
品信息更新及测试；贯彻落实城
乡居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门诊
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工作；做好
国家医保新系统在万盛经开区
上线试运行期间的医疗费用结
算工作等。

药品价格的分厘变化，叠加庞大的患者
基数，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变动。两江新区
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布局辖区7个药品价格监
测点并配备专项监测设备，动态掌握新区医
药价格和供应异常变动情况，一分一厘“锱
铢必较”，切实维护新区医药市场价格秩序，
让老百姓的“保命钱”用得好、花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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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汽车、电子行业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上，新区44家企业
的 281 名选手同台竞技，营造尊
重劳动技能、弘扬工匠精神的浓
厚氛围；在第二届创业创新大赛
暨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两江新区选拔赛上，208 个项目
参赛创造了“推介入选项目最
多”“项目获奖占比最高”“获奖
项目品质最优”这 3 个“最”佳
绩，“15 分钟检测幽门螺旋杆菌
分型测验试剂盒”项目获全国选
拔赛优胜奖，进一步扩大赛事影
响力……

靠技能改变人生，一个个普
通人奋斗出彩的比赛瞬间，汇成
两江新区热气腾腾的就业画卷。

在很多人心中，更多职业技
能意味着更多就业可能。两江
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鼓励企
业通过在岗培训、岗位练兵、技
术比武以及对外招聘等方式扩
大高技能人才储备量，建立起两
江新区高技能人才库。

日渐完善的政策体系，织牢
社会保障“经纬线”，正护航就业
行稳致远。

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
心开展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通过
开展各类培训，强技能稳岗位，
让“饭碗”含金量更高；以改革促
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让就业
门路更宽；抓好重点群体就业，
加强政企、校企合作，扩大就业
见习基地，确保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率达到
90%以上；在全市创新实施“智慧社保零距
离”服务工程，以5G、区块链等最新技术为支
撑，构建用工信息库和企业信息数据库，为
企业提供精准高效送工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两江新区将探索
建立“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指
导新区就业工作实践、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手段和内容，历经3年实现直属全域“更高质
量就业”街道创建全覆盖，初步建成“更高质
量就业”新区，为助推两江打造“高质量发展
引领区”夯基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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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 社保下足“绣花功夫”促发展行稳致远
把准营商之脉 夯实民生之基

短短1分多钟时间，通过动画短
片的形式生动介绍社保补贴申请范
围、办理流程、申办方式等，眼前的
《用人单位申请社保补贴简介》短片
让人眼前一亮，这也是两江新区社会
保险管理中心加强政策宣传的又一
力作。

对于企业而言，社保政策太多犹
如大海捞针，如何全面掌握惠企政
策，并让政策精准服务于企业需求，
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

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从
企业的呼声中找到新的着力点，选取
惠企面广的社保补贴政策，借助动画
短片的形式创新政策宣传载体，让

“不动”的政策“动”起来，达到入脑入
心的效果。

拍好短片破难点，讲好故事除盲
点。政策宣传不仅要“动”起来，还要

“活”起来，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
心推出《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掌上办操
作指南方言动画版》，把养老待遇资

格认证政策宣传融于日常生活，把枯
燥的业务办理变成有趣的拉家常，还
用重庆话拉近双方距离，内容通俗易
懂接地气，视频发布短短1周时间，便
吸引2.5万人参与观看。

随着“互联网+”在社保领域的深
入，“两江社保”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新
媒体手段弥补了传统宣传单、宣传栏
等受众窄、宣传不到位的短板，让政
策宣传“转”起来，营造“人人都是宣
传员、人人当好宣传员”的良好氛围。

水深则鱼悦，企业发展与营商环
境依存度非常高，一个个破冰行动，
一个个加速服务，一个个引导升级，
一个个攻坚克难，汇聚打造出了两江
新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必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关注两江
新区、了解两江新区，赴两江新区投
资兴业，实现共赢发展。

王雪莱 阳丽
图片由两江新区社保局提供

创新宣传载体
让“不动”的政策“动、活、转”

“两江新区的营商环境的
确过硬！”

有企业代表这样评价。
营商环境是打造高质量发

展区域增长极、提升城市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一环。作为内陆
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
江新区把准营商之“脉”，夯实
民生之“基”，通过社保助力不
断加深、加固政企情谊，让企业
轻装上阵，把更多的时间精力
投入到市场开拓和技术创新上
来。

以党建为引领，两江新区
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从数字化办
理、就近办理、创新社保咨询、
破解政策宣传痛点等方面着
力，“深踩油门”提高服务效率，
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企业
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护航
区域经济迸发出强劲活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窗口工作人员耐心细致为办事群众指导业务办理

两江新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热情服务办事群众

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