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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
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
度保障，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
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
用，造福一方百姓。社会保险作为社
会保障事业的重中之重，重庆社保如
何改善民生？

从窄到宽，逐步扩大覆盖面；从
低到高，稳步提高保障水平；从分到
合，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统
筹；从慢到快，社保经办业务提质增
效全面触网……

织密倾情为民社保网，绘就增进
福祉民生图。

全市社会保险工作遵循国家改
革发展方向和市委市政府民生工作
总体部署，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领导下，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
层次、可持续”方针，基本建立统筹城
乡的社会保险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
有社会保障目标，基本建成覆盖城
乡、普惠可及、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
会保障制度，人民群众的社保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筑牢制度四梁八柱
完善各项制度立起多层次社保体系

4月25日，市政府召开常务
会议，强调织密社会保障网络，提
升服务保障水平，做好结合转化，
促进我市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
展、可持续发展。

5月1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强调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推进社会保障法治化建设，加
强社会保障精细化管理，总结疫
情防控成功做法，促进我市社会
保障工作整体推进、协调发展。

相隔8天，两次市级层面重
要会议，接连部署社保工作，重视
程度可见一斑。

这是嘹亮的号角，更是千钧
的责任。

一直以来，我市都高度重视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市人力社保
局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相
关决策精神，立足百姓殷殷期待
的领域，筑牢制度“四梁八柱”，
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
度、失业保险制度、多层次社保
体系等不断完善。

在养老保险领域，完善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出台破
解“双轨制”系列配套政策，构建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养老保险

激励机制；在工伤、失业保险领
域，流动就业农民工纳入工伤保
险覆盖范围，工伤预防、补偿、康
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进一步
健全，稳岗补贴、稳岗返还政策
和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
补贴政策充分发挥促进就业功
能；在职业年金领域，《重庆市贯
彻〈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实施意见》拉开投资运营序
幕，实现保值增值，多层次社保
体系逐步建立。

各项制度相继落地实施，犹
如铿锵的鼓点声声，从城市到农
村，从工地到田野，重庆社会保
险甘霖饱含深情和厚意，向建立
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
度迈出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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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面征缴挡风遮雨
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一句“太谢谢”，胜过千言万
语；一种“被需要”，便是甘之如
饴。

这样的感受在社保扶贫工作
中尤为强烈，市社会保险局组建
社保扶贫工作专班，躬身大地，俯
拾芬芳，聚焦老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全市全面实现建档立卡贫
困人员应保尽保、待遇应发尽发、
代缴应缴尽缴三个100%。截至
2020年，全市城乡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超过2300万人，城乡养老保

险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以上。
哪怕是在重庆最偏远的乡

村巷陌，哪怕是不识字的花甲老
人，也知道在去医院之前摸一摸
衣兜，确认一下有没有带上社保
卡。

从高收入群体到中低收入
群体，新的群体、新的血液不断
纳入到社会保障范围。自2015
年全市启动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以来，于2016年比国家要求提
前一年完成全市初次登记工作，

并通过动态管理、源头管理和精
确管理，加快推进社保从制度全
覆盖走向法定人员全覆盖。

缕缕暖阳在重庆大地上倾
洒，“社保伞”与参保群众、参保
企业共经风雨，撑起晴空万里。
其中，多轮社保降费真金白银为
企业减负超千亿元，发放稳岗补
贴惠及近千万人。

为了实时给参保人员挡风
遮雨，市社会保险局强力推进同
舟计划，开发运用按项目参保信
息系统，实施动态化实名制管
理，全面推进建筑业从业人员工
伤保险全覆盖，切实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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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势如破竹
去年“三险”共为企业降费减负223.5亿元

改革的可贵，在于既有立足
当下、求真务实的具体实践，更
有着眼未来、润物无声的前行探
索。

通过一系列聚焦“短板”的
改革，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改革全面实施，按市级统筹、
分级管理原则落实经办管理，实
现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参保全覆盖，退休人员养老待遇
实行社会化发放。

一些改革率先突破，其他改
革循序跟进。

通过改革为企业减负就是
最好的例子。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市社会保险局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民生保障，通过推

行“不见面”服务，通过网上办、
预约办、延期办，确保社保服务
不断档,49项社保公共服务实现

“不见面”办理。同时，全力推进
阶段性减免缓社保费工作，2020
年全年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险共
为企业降费减负223.5亿元，帮
助企业在抗击疫情中渡过难关，
稳住了市场主体。这些真金白
银实实在在为企业送上了“及时
雨”“雪中炭”，企业普遍反映这
是最有含金量、最受欢迎、最解
渴的政策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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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拳拳真心
立足群众需求点找准惠民的着力点

养老金每年上涨，每月按时
发放，给了老人们生活的底气。

“银发浪潮”的到来让养老
问题备受关心，我市靶向“老有
所养”目标，按国家统一部署调
整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同步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待遇，惠及全市422万退休
人员。

持续提升的养老金带给老
百姓扎扎实实的幸福感，为了让
养老有更好的保障，我市建立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2020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惠
及全市344万名领待人员。

待遇调整和发放工作“不漏
一人、不拖一天、不少一分”，投入
的是白银真金，饱含的是让老百
姓共享发展成果的拳拳真心。

当前，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然而，对一些务工的困难群众
而言，一场工伤可能让他们再次
陷入贫困。市人力社保局心怀对

群众的深厚情感，沉下心去办好
各项民生实事，持续扩大制度覆
盖范围，先后将老工伤人员、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纳入工伤保险
统筹管理，先后4次增加一至六
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和工亡职
工供养亲属抚恤金。2020年，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5.9万余人。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惠民的
着力点就在哪里。于无声处，市
社会保险局默默守候，惠民措施
全面落实，组织开展节日“送温
暖”活动，按时足额划拨资金，
2020年对 20万人次困难退休
人员开展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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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管理如沐春风
数字化撬动社保服务革新又走心

摇摇头、眨眨眼、读读数字……在“重庆人
社”APP简单的操作即可完成养老金领取“刷
脸”认证。从往返奔波到移动指尖，从信息“沉
睡”到业务“上网”，数字化业务办理带来太多便
利。

按照“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分级审核、限时办
结、统一反馈”的模式，市社会保险局启动社保业
务流程再造工作，通过“互联网＋”对社保领域各
项业务进行重塑和再造，加快推进“一窗式”“一
门式”“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社保经办服务。目
前，业务经办和基金财务核算全部实现信息化管
理，梳理完成111项对外服务事项，全面开展社
保档案数字化，分两批次完成全市各区县共1.24
亿页历史档案数字化工作。

寒来暑往，夙兴夜寐，市社会保险局架起社
保经办“高速路”，“渝快办”、“重庆人社”APP、社
保网上经办平台、自助服务一体机等多种渠道为
群众提供“7×24”小时移动互联服务，约16.8万
户参保单位开通网上经办服务。

老百姓掰着手指数社保经办业务的变化：
“川渝异地业务不用跑，无谓证明材料不用交，重
复表格信息不用填，便捷社保服务让人如沐春
风。”

两地社保部门签署优化川渝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工作流程合作协议，推动关系转移电子化，
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实现结论
互认和异地协助认证；川渝两地劳动能力鉴定市
区两级实现委托异地鉴定机制，工伤保险协议服
务机构实现互认，工伤职工可以就近就医。

惠民生促发展的脚步不停，建立完善“市级
督导、区县管理、镇街经办、村社代办”的四级经
办服务平台，推动社保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部
市共建的中国社会保险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基
地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积极发挥示范效应；
市属国有企业近30万名退休人员、中央属国有
企业近22万名退休人员、区县属国有企业2万
名退休人员的集中移交和常态化移交已全部完
成……

回眸“十三五”，群众的笑靥如花是对重庆社
会保险工作最好的褒奖。在“十四五”崭新的历
史起点上，理想蓝图已清晰勾勒，市社会保险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
堵点、痛点、难点切实转化为社保工作的重点、焦
点、切入点，保持闯的劲头，创的精神，深化改革
创新，用心用情用力服务民生。

王小寒 王雪莱 阳丽
图片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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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
通过 13 档分档缴费、政府梯次补

助，构建起“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机
制。

建立困难群体居民养老保险费代缴
机制，全市全面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应保尽保、待遇应发尽发、代缴应缴尽缴
三个100%。

100%

数看重庆社会保险>>>

建立重庆社保服务标准体系，
涵盖参保征缴、待遇支付、信息建

设、稽核管理等标准200余个。
16.8万余家参保单位开通办理网上

经办业务，全市投放自助服务一体机共
948台。

加快推动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扎
实推进社保业务流程再造，梳理完成111
项对外服务事项，完成 1.24 亿页社保历
史档案数字化工作。

1.24亿

多轮社保降费真金白银为企
业减负超千亿元，发放稳岗补贴惠

及近千万人。
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较“十

二五”末提升30%，城乡居民养老待遇、工
伤保险待遇先后两次调增。

已建成75个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市
级示范社区。

30%

2020 年全市城乡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超过2300万人，城乡养老保

险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以上。
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险共为企业降

费减负223.5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惠及全

市344万领待人员。
全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5.9万余人。
对 20 万人次困难退休人员开展慰

问。
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巩固稳定在

95%以上。

95%

“十四五”
重庆社会保险

重点
工作

致力推动各项改革

努力促进扩面征缴

全力做好待遇保障

大力加强基金监管

着力优化经办服务

竭力确保安全稳定

中国社会保险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基地

织密社保网织密社保网 绘就民生图绘就民生图
我市着力健全“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社保体系

社保经办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