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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甘肅省人社廳加強協調指導，在省發改
委、財政等部門的支持下，加快推進全省人力資源市
場和社會保障服務中心體系建設。

目前，1個省級市場、6個市級市場、7個縣級市場
已建成使用。另有8個市級市場中心和9個縣級市場中
心已開工，可望 2012 年建成。特別是投資 1 億元的省
級人力資源市場和社會保障服務中心建成使用，結束

了省級市場租地辦公、場地狹小、設施落後、安全得
不到保障的歷史，為全省人民搭建了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服務平台。

省級人力資源市場建成以來，共舉辦大型人才招
聘會122場，吸引各類求職人才88.6萬人次，16.6萬人
通過人力資源市場找到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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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4日，甘肅省政府與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簽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甘肅省人民政
府共同推進甘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改革與發展
備忘錄》，確定部省合作關係，建立推動甘肅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科學發展的政策框架。

一年來，甘肅省人社廳認真貫徹部省領導指示精
神，及時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細化任務措施，加強對
接溝通，貫徹實施工作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爭取
支持項目10個、資金傾斜5項、先行先試優惠政策2項
，確定支持項目意向10 個，爭取中央財政支持甘肅省
人社事業資金58.5億元，其中，傾斜撥付近4億元。特
別是爭取國家支持，擴大了甘肅省城鄉居民社會養老
保險試點範圍，確定金川集團有限公司為國家級高技
能人才培訓基地，岷縣等8縣為國家就業和社會保障服
務平台項目建設試點縣，加大對甘肅省解決社保領域
歷史遺留問題財政補貼力度等，為服務全省經濟社會
轉型跨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撐。

2011年，甘肅省委、省政府將招錄1萬名高校畢業
生到基層就業、22 萬城鄉居民職業技能培訓、城鎮居
民醫保補助標準提高到200元列為當年民生實事項目。

甘肅省人社廳作為牽頭承辦部門，認真履行職責，
細化實施方案，強化落實措施，順利完成3項民生實事
，向廣大群眾兌現了省委、省政府的承諾。

目前，招錄的1萬名高校畢業生中，3000名基層學
校教師、3000 名鄉鎮衛生院工作者、1000 名鄉鎮畜牧
獸醫站工作者、1000 名鄉鎮農技推廣站等涉農站（所
）工作者、500名基層旅遊工作者、1500名基層社保就
業工作者已全部培訓上崗。

特別是甘肅首次將民生實事項目與 「三支一扶」、
「進村（社區）」、 「特崗教師」等6類基層服務項目

統籌實施，進一步整合和優化了基層崗位資源。全面完
成了6萬名 「兩後生」職業技能學歷教育招生工作，對
4萬農民開展了3個月左右的勞務品牌職業技能培訓和
技能鑒定。還爭取國家人社部批覆了首個甘肅省制定上
報的《國家蘭州牛肉拉麵製作專項職業能力考核規範》
，擴大了全省職業技能培訓的品牌影響力。2011 年，
甘肅全省新增技能人才22.8萬人。

同時，提高並規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財政補助標

準，由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於200元，
新增的80元，由中央財政補助64元，省級財政補助16
元，並切實確保了資金補助到位，為進一步解決群眾
「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奠定了基礎。

自甘肅省委、省政府印發《甘肅省專業技術人才支
撐體系建設綱要》以來，甘肅省人社廳嚴格落實綱要確
定的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報告制度和要素指標統計制度
，積極履行總牽頭職責，在甘肅省委組織部指導和 20
個責任單位大力支持配合下，全面完成 15 個專項人才
開發配置計劃實施細則，使依託項目開發人才機制得到
進一步建立健全。實施細則對 15 個專項人才計劃所涉
及的重點行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重大項目建設的人才
隊伍現狀、存在的問題、人才開發思路、目標任務、保
障措施等作出了具體規劃。

2011 年 9 月 15 日，甘肅省委組織部、省人社廳組
織召開人才支撐體系專項人才開發配置計劃論證會，由
8位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組成的專家評審委員會，
對 15 項專項人才開發配置計劃實施方案給予高度肯定
。認為實施細則突出了人才開發配置的針對性，加強了
對重大產業和重大項目的人才支撐，突出了人才開發配
置的整體性，更好地統籌了人才的使用、培養和引進，
突出了人才開發配置的計劃性、可行性和實效性。

此項人才開發配置計劃實施方案已經甘肅省委省政
府同意，印發各地各部門組織實施。

2010 年，經甘肅省委、省政府批准，經層層選拔
，甘肅省從65萬名專業技術人才中遴選出943名領軍人
才，其中面向海內外柔性引進急需緊缺高層次領軍人才
21名。

但領軍人才隊伍建立後，如何加強規範管理，引導
激勵領軍人才發揮領軍作用，成為最緊迫的任務。甘肅
省人社廳經深入調研，廣泛徵求意見，在省委組織部指
導下，擬定了《領軍人才考核評估辦法》。考核辦法堅
持以人為本和以用為本的原則，體現了不同學科、不同
行業的特點，統籌了人才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短期

利益和長期效應。
2011年10月21日，甘肅省人社廳邀請中國人事科

學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社會研究
所、清華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以及省直7個專業系
列主管部門進行了可行性論證。專家認為，領軍人才考
核評估體系既是領軍人才科研實踐和產出效果的重要衡
量尺度，又是人才管理的重大創新。《辦法》涉及專業
領域廣、高層次人才多，具有較強的科學性、系統性和
可操作性，在全國沒有先例，具有地方特色，將對穩定
、盤活和用好現有人才發揮積極作用。

2011 年，甘肅省人社廳認真貫徹《甘肅省小額擔
保 貸 款 促 進 創 業 帶 動 就 業 工 作 三 年 發 展 計 劃
（2010-2012）》，進一步完善了創業帶動就業政策體
系，將小額擔保貸款納入各級政府目標管理體系，擴大
扶持範圍，加大扶持力度，小額擔保貸款工作繼續保持
快速發展勢頭，當年新發放額度再創新高，達到 80 億
元。目前，全省累計發放小額擔保貸款164.3億元，直

接扶持40.8萬人創業，吸納帶動74.1萬人就業，小額擔
保貸款促進就業的倍增效應充分顯現。

特別是小額擔保貸款在支持城鄉婦女創業、扶持旅
遊業發展帶動就業、促進自主擇業軍轉幹部創業就業、
扶助舟曲受災群眾恢復生產經營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
，走在全國前列。

2011 年初，省政府印發了《甘肅省事業單位公開
招聘暫行辦法》，對事業單位進人行為進行規範，要
求從《暫行辦法》下發之日起，事業單位新進人員除
國家政策性安置、按幹部人事管理權限由上級任命或
批准聘用的人員外，都要實行公開招聘，繼公務員
公開招考之後，又在事業單位建立了 「凡進必考」
制度。

《暫行辦法》實施以來，甘肅省人社廳加大公開
招聘暫行辦法實施力度，認真做好省直事業單位公開
招聘工作，指導市州開展公開招聘。目前，全省事業
單位公開招聘工作順利推進，今年共公開招聘 7971 人
。同時，崗位管理制度已基本建立。全省事業單位完
成核准崗位61萬餘個，佔應核準備案的99.5%；已完成
推行聘用制的事業單位 3.4 萬個，佔事業單位總數的
95.5%；簽訂事業單位聘用合同的人員達到57萬餘人，
佔應實行聘用人員的95.4%。

以崗位管理和聘用制為核心的事業單位人事制度
改革在甘肅省已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充滿生機和
活力的事業單位用人機制正逐步形成。

2011年7月1日，根據中央、國務院統一決策部署
，甘肅省啟動第三批新農保試點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

保險試點工作，甘肅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制度全覆
蓋，城鄉居民 「老有所養」的期盼即將成為現實。

目前，甘肅省已在 65 個縣市區同步開展城鎮居民
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涉及全省城鄉居民 1802.5 萬人，
其中城鎮居民391.41萬人，農村居民1411.09萬人。新
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覆蓋面分別高出全
國平均水平9.79%和16.08%。

第一、二批及藏區 34 個新農保試點縣參保率平均
達到95%以上，為69.38萬符合條件的城鄉居民發放了
基礎養老金。第三批試點縣新農保和城鎮居民養老保
險參保率分別達到70%和50%以上。蘭州、嘉峪關、金
昌、武威、臨夏、甘南6市州實現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
保險制度全覆蓋。同時，連接全省14市州、86縣區和
1389 個街道、鄉鎮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信息系統已全
部建成，上線運行，開全國第一家，實現了甘肅省城
鄉居民養老保險信息化建設後來居上的目標。

為貫徹甘肅省委、省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
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
障體系，甘肅省人社廳在調查摸底、先行試點的基礎
上，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出台《關於妥善解決我省城鎮
國有企業原「五七工、家屬工」養老保險問題的指導意見
》，要求年底前將 「五七工、家屬工」全部納入城鎮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管理。目前，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
近14萬名符合條件的人員將納入養老保險統籌管理。

將 「五七工、家屬工」納入養老保險統籌管理，
這是繼解決各類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的醫療保
險、 「老工傷」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統籌、集體企業退
休人員的養老保險 「三大歷史遺留問題」後，甘肅省
實施的又一項民心工程，甘肅社保歷史遺留問題總體
上已得到妥善解決。

2011年11月，甘肅省政府印發《甘肅省被徵地農
民養老保險辦法》，對參保範圍、類別界定、繳費標準
、操作程序、待遇享受、資金劃撥、基金管理等方面
作出具體規定，更加突出了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更
加明確了參保資金來源，更加規範了工作程序，使被
徵地農民養老保險參保工作更具有規範性和操作性。

《辦法》堅持以人為本，把抓項目與保民生更好地
結合起來，進一步完善了被徵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
有效保障了被徵地農民利益。《辦法》的出台和實施與
新農保制度、村幹部養老保險制度共同構成了農村社
會養老保險制度框架，這是甘肅省統籌城鄉社會保障
體系在廣覆蓋、保基本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目
前全省已有3.2萬被徵地農民納入社會養老保障體系。

一 部省合作成果豐碩

▲甘肅省省長劉偉平（左）為獲得 「敦煌獎」 的外
國專家頒發榮譽證書

二 省列年度民生實事項目落實到位

▲甘肅省政協主席馮健身（前排右）在省人力資源
市場和社會保障服務中心調研就業、人才、社保工
作，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人社廳廳長龐波（前排
左）介紹情況

三 專業技術人才支體系建設重大突破

四 探索領軍人才考核重大課題

五 小額擔保貸款促就業倍增效應顯現

▲甘肅省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宣傳月活動現場

六 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全面實施

▲甘肅省委副書記歐陽堅（左）在省人社廳調研農
村富餘勞動力輸轉、促進農民增收致富工作

七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邁向全覆蓋

▲甘肅省委組織部部長吳德剛（左）為甘肅省專項
人才配置計劃特聘專家任繼周院士頒發聘書

八 「五七工、家屬工」納入養老保險

九 建立被徵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

十 人力資源市場和社保中心建設成效顯著
▲市民在《社會保險法》宣傳活動現場諮詢

▲甘肅省副省長咸輝（左一）在通渭縣馬家營鎮走
訪農戶，向老人了解養老金領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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