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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促进我国社会保
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在
全国人社系统干部职工中持续引发
强烈反响。通过学习领会文章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联系滨州
实际，我们更加坚定了促进社会保
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和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滨州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
作，全市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
保险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和完
善，逐步形成了资金来源多元化、保
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完
整体系，实现了人民群众在面对年
老、失业、工伤等风险时都有了相应
的制度保障，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重
要的兜底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集
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社会保
障事业行稳致远

多年来，我市各级人社部门积极
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把社
会保障工作放到突出位置来抓，保证
了社会保障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
展。我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始于
1988年，初期实行以县为单位的企业
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1991年实行
全地区统筹。此后，根据省政府统一
部署，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稳步推进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
筹，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新机制和养老保险费用省、地、县
三级管理模式。2000年，滨州地区行
政公署印发《关于离退休人员档案管
理和养老保险待遇计发问题的通
知》，实现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
会化发放。滨州撤地设市后，从2001
年起，全市企业职工退休实行公示制
度。2009年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等群体养老保险工作的通
知》，2011年市人社局印发《关于印发
解决城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
通知》，分别就相关群体的参保问题
进行了规范。2015 年 12 月，我市整
合社会劳动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医疗保
险等4个保险经办机构，组建了滨州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同年，全市实
现社会保险费一票征缴。截至2021
年底，全市企业在职职工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达到 66.79 万人，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实现17连增。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共
同富裕，把增进民生福祉、
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发展社
会保障事业的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使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滨州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各级人
社部门始终坚持把维护劳动者和城
乡居民的合法权益作为社会保障工
作正确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
位，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各种问题，确保各项社会保障待遇
的按时足额发放，不断推进困难企
业、困难群体参加社会保障工作，
切实解除劳动者和城乡居民的后
顾之忧，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
推器和压舱石。我市居民养老保
险起步于 2009 年 12 月的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滨城区成为国
家首批新农保试点县（区）。2010
年春节前，试点区 4.5 万 60 周岁以
上 农 村 老 人 基 础 养 老 金 全 部 发
放。2010 年 4 月，国务院《新农保
试 点 工 作 简 报》专门转发我市做
法。2011 年 7 月，阳信、无棣、沾化、
博兴被列为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国家试点，滨城、惠民在
新农保试点的基础上又被批准为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试点。从
2015年1月起，滨州市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连年
提高，至2021年底达到每人每月155
元，参保人数达到212.66万人。

坚持制度引领，围绕全
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
续等目标加强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由从业人员
向非从业居民的扩展，保障区域由城
市为主向城乡统筹的转变，扩大社会
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实现社会统筹，
必须实现扩面征缴。而只有坚持推
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才能进一步提
高社会保障支撑能力，保证社会保障
制度可持续发展，确保劳动者和城乡
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促进和谐
社会建设。为此，全市各级人社部门
不断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积极创造条件，抓落实、促深化、
求创新，明确扩面征缴工作重点，有

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进一步
推进了扩面征缴工作创新，完善了扩
面征缴政府责任、部门联动和激励机
制，逐步实现了社会保障扩面征缴
的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滨州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统筹
工作自 1995 年起陆续展开。1999
年 10 月，《滨州地区直属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暂行办法》和《关于贯彻<滨州地区
直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
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
见》两个文件相继出台，地直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工作
正式启动。2015 年，市政府印发了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市人社局、财
政局印发了《滨州市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细
则》，滨州在全省率先启动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实现了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养老保险制度层面的逐步并轨。截
至 2021 年底，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98.69 万人，其
中包含离退休人员22.41万人。

坚持与时俱进，用改革
的办法和创新的思维解决
发展中的问题，坚决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推动社会保障
事业不断前进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
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市始终坚持强化
问题导向，始终坚持准确把握社会保
障各个方面之间、社会保障领域和其
他相关领域之间改革的联系，提高统
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确保各项改
革形成整体合力。我市失业保险制
度起步于 1986 年。这一年，惠民地
区行署以全区国营企业和县以上集
体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中的劳动合同制工人为主体，正
式建立实施“待业保险”制度。1992
年，将失业保险实施的范围扩大到了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实行企业
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其他各
种所有制企业中经劳动部门办理录
用手续的所有职工。1995年7月，滨
州地区行署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失
业保险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要求
滨州行政区域内的城镇企业必须按
规定参加社会保险。2000 年 12 月，
滨州地区行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失业保险工作的通知》，对失业保险

工作的覆盖范围、缴费标准、享受标
准、医疗补助金、职业培训补贴等都
提出了明确的规定。从2010年12月
起，滨州市失业保险基金实施市级统
筹，统一管理，统一使用。2011 年，

《社会保险法》颁布施行，失业保险制
度全面进入法制化轨道。2012年，全
市执行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
试点政策。2015年，对化解产能严重
过剩企业给予稳岗补贴，随后扩大到
所有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
定就业岗位、依法足额缴纳失业保险
费的企业。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失
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6.89万人。

坚持实事求是，既尽力
而为又量力而行，把提高社
会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
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
上，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及广大社
会保障工作者始终坚持一切从滨州
实际出发，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解
放思想、抢抓机遇，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理清发展思路，强化发展措
施，使社会保障工作更好地服务于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我市
工伤保险制度从 1993 年 12 月实行
改革试点，1998 年 1 月开始实行社
会统筹。2003 年，市政府印发《关
于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有关
问题的通知》，就工伤保险统筹层
次和实施范围、职工伤残性质认
定、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登记和申
报缴费、工伤保险费率、工伤保险
扩面征缴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为工
伤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行奠定了政
策基础。2004 年，市劳动、财政、卫
生、工会、安监等五部门印发《关于
加强工伤保险业务管理问题的通
知》，就工伤保险基金征缴、工伤医
疗管理、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工伤
保险信息档案管理、支付范围和储
备金使用、统计分析和费率调整等
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 2006 年，市
劳动、安监、建设等三部门印发《关于
实施农民工“平安计划”依法推进农
民工参加工伤保险问题的通知》，要
求各有关单位和企业依法依规为全
部职工交纳工伤保险。2011年，我市
实现了工伤保险市级统筹。2015年，
又先后将建筑业农民工和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64.28万人。（作者单位：滨
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从滨州三项保险
看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劳宏伟

干任何工作，离不开时间、精力
作保证。时间、精力用在何处、怎么
用得精当，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前有些地方，事务主义盛行，虽然
上上下下忙忙碌碌，甚至长年累月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却成效不
彰、难见赶超先进的势头，是错付了
时间和精力成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
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如果忙
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
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
的。”其实早在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就曾谆谆告诫，要求“把干部从一
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迷失了工
作方向，贻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捆绑了干
部的手脚、损害了健康，危害极大，
不可不除。

什么是事务主义
事务主义就是胸中无丘壑，工

作缺少主动思考谋划，没有达成事
业应然目标的直通便捷路径，做事
忽视主次矛盾、不分轻重缓急，眉毛
胡子一把抓；机械做事，被动应付，
久之形成工作惯性，思维僵化呆滞，
陷入次要矛盾和矛盾次要方面的枝
枝蔓蔓而浑然不觉、难以自拔。没
有功劳有苦劳是事务主义者的遮羞
布、挡箭牌，其根源在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

事务主义的危害
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表面上

看勤奋有加，按时出勤自不必说，加
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他们往往不
无自嘲又略带得意地称之为“5+2”

“白+黑”，忽略节假日、几乎无眠无
休，朋友圈晒的是“午夜伏案”、披星
戴月。但其工作往往低质低效，连年
难看的排名是“苦劳”难以遮掩的疮
疤。事务主义者尤其陷入事务主义的

领导干部似乎全然忘记了一个岗位就
是一份责任，抓落实、干成事、解决真
问题才是王道。他们整日如醉醺醺的
酒徒一般用“忙”麻痹自己，恰如“假药
用玉米面做成害不死人却贻误病情”
一样，岂不面目可憎？迷失方向，本末
倒置，这是第一重也是最直接的危害。

第二重危害，在于辛辛苦苦的
事务主义助推了形式主义的潜滋暗
长。虽说事务主义并不等同于形式
主义，但事务主义造成事业主干外
的枝枝蔓蔓疯长，势必严重侵扰主
责主业，犹如杂草丛生过多吸吮了
土壤里的大量营养素，妨碍了庄稼
的茁壮成长一样。从中央层面来
讲，开会和发文件是完成国家治理
的必要手段，来不得半点马虎。到
了执行层面，理应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尚实
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
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
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
月。”可惜的是，有些地方不仅以会
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还打
着认真落实会议或文件精神的旗号，
不从实际出发、只顾层层加码，规定之
外加规定、程序之外添步骤，大会开完
开小会。有的上交材料被要求修改几
十遍，貌似贯彻执行下去了，实则造成
了自转+空转。省市县各级各部门都
成了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工作压向
最基层，而最基层也不得不忙于应付
上面下来的“千条线”，实实在在造成
形式主义，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苦不
堪言，不胜其扰。

第三重危害，辛辛苦苦的事务
主义，根源在官僚主义，又反过来助
长官僚主义。说根源在官僚主义，
是指执行层面的有些领导在部署工
作的时候，缺乏调查研究，未能从实
际出发拿出行之有效的真章、真办
法，导致目标导向不明晰、路径措施
指不明，发号施令看似威严、实则纸
上谈兵，“心中无数主意多”；说助长
了官僚主义，是指具体执行者对顶

头上司的意图不甚了了，听不清楚、
想不明白，又不能不干、不敢不干，
于是鸵鸟心态占了上风，循规蹈矩、
东拉西扯，大搞繁琐主义，芝麻西瓜
件件要，汇报工作连篇累牍，看似工
作做了不少，瞒过了自己也欺瞒了
上级，造成恶性循环。

就这样，事务主义者们深陷“螺蛳
壳里做道场”的尴尬境地，胸中无成
竹、主次全不分，大事想不透、小事放
不下，鸡零狗碎占据了神经中枢，也侵
占了绝大部分时间，很难再有精力联
系生产一线、联系基层民众，看不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民生需求、
听不到民声民意就是切切实实的又一
重危害了。

如何消除事务主义
首先，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各级领导干部、关键少数都要
在心中牢记何为“国之大者”，用心
用情用力服务“国之大者”，熟谙国
家意志、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和人
民群众的意愿要深刻融合这个道
理。权为民所赋，领导者理应在其
位谋其政，学思践悟中央精神，以实
际行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上来，集中到政
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事业上
来。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公共
管理学视域下，领导干部、公务员跟
民众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无功便
是过的理念已然深入人心。任何人
都不可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得
过且过中有意无意地变成阻碍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拦路虎、绊脚
石。

其次，大力倡树学习之风。领
导者要具备战略眼光，看清当地或
本部门本单位所在的时空坐标，看
清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且不论当下
南北差距有拉大趋势，其实，相同区
域中，也有先进后进之别。有差距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视差距，在忙

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温水煮青蛙”式
的不知不觉中越拉越远。值得庆幸
的是，北方很多地区越来越多的开
启了这种异地学习行动计划。他们
从差异辨析、榜样亮点、务实进取、
思路对接、亲民底色上学起，正在改
变思想观念、对策措施、行动能力和
进一步触发把职业当事业的热忱。

第三，编制合宜的工作流程。
科学编制工作流程，把工作流程优
化再优化，把眼前与长远、形式和内
容，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辩
证统一起来，下足落实功夫，以成
效 论 英 雄 。 一 切 工 作 标 准 的 制
定，都要看是否有利于目标达成，
是否有得力措施，是否有纠错预
案、补救办法，是否有利于解决实
际问题，是否有序高效务实。注
重从工作作风上切入，严禁官僚
主义瞎指挥，倡树调查研究之风，
用好各类智库，广开言路、群策群
力，使决策者有“策”可选。养成

“民有所需，我必有应”，主动问需
问计于服务对象的良好习惯并使
之制度化程序化；用好实事求是这
个法宝，摆脱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久
之阻碍干部健康成长的事务主义。
比如无须全员参与的会按职能、专
业加以区分，无须开长会的摒弃撑
场的成分；办文以明晰表达事理、直
击问题要害为重，不以责文饰、求华
美为要，树立起干部一心干事创业
谋发展的良好形象。

还有，跳出事务主义的窠臼，特
别需要创新精神。处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国内同
时面临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纷繁
复杂瞬息万变的局面。尊时守位，
知常达变，不断发现问题、直面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扎实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敢用新办法，善
用巧办法，敢于闯新路，是将事业推
向更高境界的有力助推器。

（作者为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哲
学教研室副主任）

“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可以休矣
刘永红

思维是我们解决问题、推动工
作的重要手段。全市“山东走在前，
滨州怎么办”解放思想大讨论专题
读书班暨市委党校 2022 年春季学
期开学典礼上提出的“十种思维”，
是全市广大党政领导干部作决策、
干工作的思想宝典，是建设更高水
平富强滨州的重要方法论。我们必
须深刻领会和准确掌握这“十种思
维”的要义，有效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不断增强工作的预见性、科学
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下面，重点谈
谈对党建思维、数据思维、服务思维
的理解和认识。

党建思维是干好工作的总航
标。工作实践告诉我们，无论任何
问题，都能在党建中找到原因，也都
能通过党建找到解决的办法。比
如，我们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就是
要通过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通
过统一思想来凝聚建设更高水平
富强滨州的强大力量。那么，如
何强化“党建思维”？我认为有两
点：一是强化党建与业务的“互联
互动”。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中提
出“把支部建在连队上”的重要论
述，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作
战能力。“把支部建在连队上”给
我们的启示就是，党建与业务不
能搞成“两张皮”，必须互联互动，
把党建工作开展到业务前沿、基
层 一 线 ，依 靠 党 建 凝 聚 工 作 力
量。二是强化党组、机关党委、党
支部、党员的“四维共振”。党组
是党建工作的领头雁，对单位重
点工作把关定向、牵头抓总，拿出目
标、路径和措施；基层党组织是桥梁
纽带，规范组织建设，打破科室间

“业务壁垒”；党支部是战斗堡垒，以
党建促业务，形成重点工作的攻坚
小分队；党员干部是先锋模范，发挥
带头作用，在一线冲锋陷阵。四个
维度同频共振，才能凝聚起干工作
的强大力量。

数据思维是干好工作的方法
论。“看到数据有感觉、看懂数据知
内涵、看透数据明逻辑”，作为一名
党政干部，准确领会这个核心要义，
需要在工作中做到四点：一是看得
到数据波动。就是要对数据有较强
的敏感度，能够对工作数据了然于
心，能够捕捉到数据的微小变化和
趋势。二是讲得清波动原因。就
是能够根据数据的趋势和走向，
分析出导致数据变化的内因、外
因。三是研判准发展趋势。就是
能够通过分析数据的变化走向，
准确研判出工作的下一步发展趋
势。四是提得出措施建议。就是
能够根据数据变化趋势、综合波
动原因，提出下一步应对措施。
比如各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工
作，考核内容、承担方式、计算办
法等年年都有所变化。考核的变
化势必带来数据内涵的不同，对
工作定位和争取措施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2022 年综合绩效考核工
作在统筹考虑各市发展定位、发
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要求、资
源禀赋、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等方
面差异的基础上，将全省 16 市分
为三组，各组考核指标的权重也
有明显的不同。因此，我们要全面
分析所在组其它地市的往年数据，
研判滨州的优势和劣势，做到知己
知彼百战不殆。同时，还要重点分
析考核指标权重是侧重于综合实
力，还是在兼顾总量的基础上更注
重速度，结合滨州实际制定有针对
性、可操作的工作举措，对症下药才
能取得实效。

服务思维是干好工作的大前
提。在“山东走在前，滨州怎么办”
解放思想大讨论专题读书班暨市
委党校 2022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
上，市委书记宋永祥指出：“公职
人员的职责就是服务；为谁服务
呢？为企业、为市民、为驻滨单
位，为基层组织。”那么，怎样才能
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呢？
就是要树立“让企业和企业家舒
服”的理念，为人才“解忧”、为企
业“减负”、为科创“护航”。以科
技服务工作为例，我认为有三点：
一是创新服务方式。利用多种多
样的现代化信息手段，按照企业
的行业、规模、需求，细化科技服
务事项，“一企一策”精准推送政
策包，“一事一议”解决技术创新难
题，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二是拓宽服务内容。通过微信公众
号、政府网站设立政策信息发布和
受理需求平台，梳理发布政策文件，
收集归纳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个
性化“机动服务”，变“政府能够提供
什么”为“企业需要政府提供什
么”。三是强化服务问效。采取服
务对象反馈、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对
服务内容进行动态评估问效，让企
业在滨州舒服，让企业在滨州有归
属感。（作者单位：滨州市科技局）

干好工作
需要先进的“思维”

顾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