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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有一句話振聾發
聵： 「沒有人民生活的持續改善，我們的
一切工作都毫無意義。」

所以，吉林省的總體發展目標是 「科
學發展，加快振興，讓城鄉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吉林省第十次黨代會對這一
目標做出了更為具體的詮釋： 「就是讓城鄉居民過上更加殷實富裕、自信尊嚴、
充實快樂、和諧安全、舒適健康的美好生活。」

正是由於具有這樣溫暖人心的發展目標，這十年，成為吉林省民生改善最多
的十年。

分民生之憂，解民生之急， 「暖房子」 工程已讓255萬城市居民受益，棚戶
區改造、農村泥草房改造等 「八路安居」 工程讓全省的1/5人口改善了住房條
件，覆蓋到了城鎮、農村、礦區、林區、墾區；

謀民生之計，辦民生之需，新增財力的70%以上用於改善民生，居民收入分
配實現歷史性跨越，就業實現歷史性增長，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統籌層次和
保障水平不斷提升。

由於將 「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的民生目標時刻記掛
在心頭，由於將百姓的殷切期盼作為吉林省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才出現
了在民生領域敢於創新，勇於探索的吉林現象，形成了發展民生的 「吉林模
式」 。 文：尹健、趙文博

冬季供暖在吉林老工業基地是個痼
疾，牽一發動全身。資金、物力、人
員、百姓意願……事涉方方面面。過
去，吉林省供熱基礎設施薄弱，15 年以
上的老舊主幹管網達 2000 多公里，每遇
寒冬，供熱管線爆裂，突發事故不斷，
不少老房子裡鍋碗瓢盆都結了一層冰，
凍得一些群眾叫苦不迭。

2009 年 12 月 1 日，吉林省委書記孫
政才上任的首個工作日。他頂風冒雪走
進了居民小區，走進了供熱企業。 「讓
百姓溫暖過冬」，從此成為吉林新一屆
領導班子對全省人民的承諾。 「對百姓
的冷暖我們要感同身受。」孫政才說，
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老
百姓得到更多實惠，是黨和政府義不容
辭的責任。讓老百姓住上暖和的房子，
就是最大的民生實事！

在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後，吉林省集
思廣益，全面評估，得出結論：對這些
還在使用期內的 「冷房子」，不搞大拆
大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施改造，花
小錢辦民生大事。以提高供熱保障能
力、對既有老房子進行保暖節能改造及
居民區環境綜合整治為主要內容的 「暖
房子工程」應運而生，旋即被列入 2010
年吉林省十大民生實事之中。

2010年5月開始， 「暖房子工程」在
全省強勢推進。3700 萬平方米的房屋保
暖改造同時開工，吉林大地到處是熱火

朝天的工作場面。 「牆穿棉襖，頂戴棉
帽；安了窗戶，刷了樓道；裡外三新，
老樓新貌！」成為近兩年在吉林省民間
流傳的一首順口溜。改造後的住宅室內
溫度一般提高3─5攝氏度，然而更提升
了百姓的幸福溫度： 「暖房子工程讓我
們屋裡暖了，心裡也暖了。」

截至目前， 「暖房子工程」使全省
150 餘萬戶、460 餘萬城市居民受益。城
市供熱保障能力和房屋保暖能力得到了
顯著提高，初步建立了管理科學、規範
高效、保障有力的城市供熱管理體制和
運行機制。

點串起線，線織成網，網絡成面，
這一民生工程目前已然唱成蔚為壯觀的
交響樂，成為民生工程、節能減排工
程、景觀提升工程、重大發展工程：增
加了百姓財產收入，改造後的房屋交易
價格平均每平方米增加300─500元；改
造後的房屋由非節能建築變為節能建
築，一個採暖期可節約標煤81.17萬噸，
減排二氧化碳 307.19 萬噸；兩年來，以
小量的政府補貼資金帶動了350多億元社
會資金投入，拉動幾十個相關產業發
展，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加快了產業
結構調整步伐。待全面完成「十二五」改
造建設計劃，帶來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
益十分顯著，將會使全省近230餘萬戶、
750餘萬居民受益，小區環境和服務功能
更加完善，居住生活條件會更加舒適。

離開棚戶區住上新樓房以後，吉林省
遼源市 70 歲的徐德才感受最深的就是：
「現在真是太幸福了。」 「以前我們住在

向陽街的那片棚戶區，幾十年的老房子，
僅有 72 平米，擠着老少四輩 12 口人。夏
天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冬天在屋裡
外待着都凍得哆嗦。」徐德才回憶道，後得
益政府的好政策，我只花了2萬元，就從低
矮破舊的棚戶區住進了55平方米的新房。

2008年8月，徐德才幸運地成為從向
陽街棚戶區搬到龍山新城保障房小區的第
一批居民，而向陽街其他18000戶老街坊
也在這幾年陸續搬上新樓。 「住上新房，
冬暖夏涼。」幸福寫在龍山新城小區的居
民們的臉上，他們的心裡都充滿了感激。

吉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副廳長范強
告訴記者，作為老工業基地，由於歷史因
素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影響，吉林
省城鎮居民住房標準比較低、環境比較
差。2005年末，僅9個市州政府所在地城
市3萬平方米以上的集中連片棚戶區就有
1500萬平方米，居住着100多萬人口，且
這些棚戶區房屋建成使用時間久，失修失
養，消防和治安隱患突出，行路難、吃水
難、入廁難，沒有配套的公共排水、供
熱、供氣等基礎。居住在棚戶區中的群眾
熱切期盼改善他們的居住生活條件。同
時，全省還有 20 多萬戶煤炭棚戶區職
工、14餘萬戶林業棚戶區職工，以及大量
的農村泥草住房、國有墾區危舊房和城鎮

無房低收入家庭。
為徹底改善全省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條件，吉林省於 2006 年啟動了保障性安
居工程。先後實施了城市棚戶區、煤礦棚
戶區、林業棚戶區、國有工礦棚戶區、農
村泥草房（危房）和國有墾區危房改造、
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建設，全省保障
性安居工程從 「一路」擴展到 「八路」，
實現了從城市到農村、從礦區、林區到墾
區的全覆蓋。

為了讓棚戶區居民得到更多實惠，吉
林省實行 「徵一還一，不找差價，合理擴
大面積部分收取成本價，對低保家庭免費
贈送」的補償安置政策，同時各地不斷出
台新的補償辦法，提高補償標準，贈送補
償安置面積，加大補償獎勵力度。

截止目前，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共建
設改造1.6億平方米，受益人數達251.1萬
戶、730萬人，完成總投資2188億元。全
省超過 1/4 人口的住房條件得到明顯改
善。 「如今，剩下的都是硬骨頭了。但再
硬我們也要啃完。」吉林省住建廳負責人
說，棚戶區的百姓多是為老工業基地做出
歷史貢獻的工人，過去條件所限，虧欠了
他們，我們要千方百計讓他們跟上時代步
伐，過上有尊嚴的日子。

據介紹， 「十二五」期間，吉林省保
障性安居工程計劃建設改造 178.1 萬套，
總面積達9640餘萬平方米。

暖房子提升幸福溫度暖房子提升幸福溫度
王衛華是一名普通的國有企業職工，

2005年下崗之後，她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而
受到影響。下崗後社區幫她解讀政策，她
享受了三年失業保險。之後，她又成為社
會養老保險補貼的首批受益人之一，最
近，她的社會養老保險補貼又有所增加。
7年的時間裡，她充分享受到了國家為國
有企業下崗職工提供的各項優惠政策。王
衛華感慨道： 「這幾年，我充分感受到了
國家對下崗職工的關懷，黨的好政策給我
帶來了幸福」。

吉林省在構建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方
面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主要是在於吉林
省領導班子將群眾的冷暖和幸福放在了心
上，落在了實處，真正做到了民生優先，
群眾為上，從而敢於大膽創新，突破條件
限制，形成了獨具吉林特色的社會保障新
模式。

吉林省的創新之處在於不斷擴大參保
覆蓋面，各項社會保險覆蓋總人次超過
3000 萬大關，達到 3163 萬，其中城鎮醫
療保險連續居全國第3位，各項社會保險
指標都達到歷史最好水平。

吉林省的創新之處在於不斷提高社會
保險待遇水平和社會保險統籌層次。這看
似簡單，其實是對社會保障部門的一個相
當大的考驗，因為要付出的不僅僅是工作
量，更是真金白銀。吉林省連續增加企業

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實現了省
級統籌，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
實現了市級統籌，其中醫療保險正在探索
省級統籌。

吉林省的創新之處還在於率先將44.9
萬名廠辦大集體職工納入養老保險統籌，
率先將 21.06 萬名 「五七家屬工」納入養
老保險統籌，率先將 26 萬名國企改制退
休人員納入了職工醫保。

與此同時，吉林省還深入實施富民工
程，堅持每年把增加居民工資性收入列入
政府民生實事，不斷加大最低工資調整力
度，2010年和2011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
幅分別達到22.9%和21.95%，今年又將最低
工資標準提高16.04%。2011年，全省在崗職
工年平均工資達到 34197 萬元，比上一年
提高了16.3%，居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

建立農民工轉移就業長效工作機制，
大專中院校畢業生實現穩定就業，開發公
益性崗位安置困難群體就業，以創業帶動
就業，吉林省在激活經濟發展細胞的同
時，大力開發就業崗位，促進經濟與就業
協調發展，良性互動。

幾年來，各地、各有關部門堅持以高
校畢業生、返鄉農民工和就業困難人員等
三類群體為扶持重點，不斷加強創業帶動
就業基地建設。經過幾年來的實踐，一個
「黨委政府領導、部門廣泛參與、創業項

目依託、政策資金扶持、典型帶動引導」
的創業帶動就業新機制已經形成。

2011 年，共有 24 個部門牽頭組織實
施 43 項活動，活動內容從項目開發、創
業培訓、專家指導、信息諮詢、融資貸
款、稅費減免、孵化基地、輿論
宣傳等各方面，為創業者提供全
方位服務。惠及人員包括失業人
員、青年學生、農民、婦女、復
員轉業軍人、少數民族、殘疾人
等。

幾年來，吉林省制定出台涉
及市場准入、行政管理、稅費減
免、場地安排、小額擔保貸款、
財政資金補貼等方面創業就業扶
持政策 20 餘個。2011 年，全省共
有 112.9 萬人享受各項就業補貼政
策 ， 投 入 就 業 專 項 資 金 25.4 億

元；發放小額擔保貸款11.5億元；省級全
民創業發展專項資金大幅度增加，為 50
個創業項目投入創業資金6600萬元。

全省縣級以上人力資源市場全部建立
了創業服務窗口，截至 2011 年末，全省
共組建專家評審團 1900 多個。全年提供
創業服務 5 萬人次，推介創業項目 1 萬
個，帶動就業 25 萬人。將創業培訓範圍
擴大到有創業願望和培訓需求的所有城鄉
勞動者，創業培訓補貼標準從 1000 元提
高到 1500 元。到 2011 年末，全省共設立
創業培訓定點機構120家，培訓創業師資
人員500餘名。一批創業實訓基地也陸續
啟用。全年組織創業培訓 5.6 萬人，培訓
後成功創業 2.4 萬人，帶動就業 7.77 萬
人。

保障安居工程撐起百姓新生活保障安居工程撐起百姓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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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開創新方向就業開創新方向

▲職業教育▲職業教育

▲農家院超市樂▲農家院超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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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建設讓百姓病有所醫▲醫療保障建設讓百姓病有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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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領導調研▲吉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領導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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