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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

次、可持续的原则，实施全民参
保登记计划，健全参保缴费激励
约束机制，提高统筹层次，建立
完善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和失
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基本
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未来5年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社保卡将覆盖全省5500万人，农村危房改造覆盖面100%

“党代会报告中明确了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这一战略
的提出，立足湖南实际，上接天
线，下接地气。对于企业来说，要
做大做强企业品牌，就得用党建
引领创新， 助推转型升级。” 11
月16日中午，湖南建工集团董事
长、党委副书记叶新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谈创新】
力争进入世界500强

今年1至10月， 湖南建工集
团承接施工任务856.2亿元，同比
增长13.51%； 实现利润4.06亿
元，同比增长29.2%。

“在经济下行和‘三期叠加’
的压力下， 能取得这份成绩，就
来源于一系列创新。”叶新平说，
近年来，针对传统建筑行业竞争
日趋激烈的现状，湖南建工集团
紧紧围绕“创新、创优、创效”三
大主题，一改过去依靠单一施工
为主的发展方式，初步实现产业
多链条发展： 成立环保公司，开
辟建筑资源环保利用市场；组建
中湘海外公司对接“一带一路”
战略，推进集团走出去；成立建
融资产公司，为集团做大做强提
供资金支持。

“抓好党建也是生产力，党建
工作的推进， 如一股红色正能量，
给企业注入十足精气神。” 叶新平
说，在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集团
党委坚持“重心下移、组织健全、覆
盖一线”，着力基层党组织建设，做
到“项目在哪，支部就建在哪”，充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我们也有个小目标， 就是

在‘十四五’末，力争进入世界
500强、中国企业前100强。”叶新
平笑着说。

【谈幸福】
让员工充分享受发展成果

“报告中提出要让大家生活
舒心，工作称心，办事顺心，全社
会有爱心， 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我觉得这是不忘初心的充分体
现。”叶新平说，报告更加关注民
生， 更加关注人民的幸福感，对
未来充满了希望。

叶新平表示，人的幸福感不
仅仅表现在收入的多少，还表现
在居住环境、出行环境等各个方
面，关键是要让经济发展真正惠
及百姓。湖南经济发展了，但如
果我们没有享受发展成果，幸福
感就无从说起。 他告诉记者，建
工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企
业文化与品牌战略融合，让员工
有获得感，为集团转型升级提供
了强劲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记者 胡信锋 虢灿

“邵阳变了，真的变了，到处
干干净净，处处鸟语花香，连空
气都有阳光的味道！”11月16日，
在广东东莞工作的谢先生开车
回到家乡邵阳，目睹市区巨大变
化，感慨万千。记者在街头随机
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对邵阳创
“国卫”纷纷点赞。

背街小巷全面改造
门前风景更宜人

在青云街住了30多年的朱利
兰老人， 说起青云街改造后的变
化，眉毛一扬，连说三个“好”。

邵阳市从2012年启动创“国
卫”以来，不仅重视扮靓“面子”，
更关注做实“里子”。市政府投资
3亿多元，完成城区367条小街小
巷改造。如今，沥青、混凝土路面
平整光洁， 人行道铺上透水砖，
一条条绿化带春意盎然，一排排
路灯明亮如昼……抖落历史的

风尘，邵阳老街旧巷展示出光鲜
的面容。

同时，该市还投入1.2亿元，强
力推进社区创卫工作， 重点整治
老旧院落；投入专项资金1.5亿元，
对城区100多个城中村与城乡接
合部进行集中整治，实施硬化、净
化、绿化、美化、亮化5大工程。

今年7月13日， 邵阳市委书
记龚文密来到“城中村”———双
清区小江湖街道回水头村了解
创卫工作，居民纷纷围过来告诉
他，创卫中，村里清除陈年垃圾
263车，拆除旱厕14座，新建了运
动场和小游园。 昔日垃圾成堆、
杂草丛生的村子，成了洁净美丽
的幸福家园。

城市面貌改观了
市民生活习惯也转变了

说起城市的变化，跑出租车
的司机王师傅最有发言权。他
说，过去交通拥堵、垃圾遍地、道
路整天灰蒙蒙的；现在啊，天壤
之别： 道路两侧景观带花红树
绿， 沿路广告牌匾规范统一，车
辆停放井然有序，每天有看不尽
的风景，说不完的故事。

建设品质之城，成为邵阳新

追求。“高大上” 的文化艺术中
心、 省内首个综合性体育公园、
国内独创的紫薇博览园、宽阔美
丽的世纪大道和邵阳大道……
一处处标志性工程建成或在抓
紧建设中，引发邵阳人在微信朋
友圈不断“刷屏”。

“城市美好， 生活才更美
好。”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
青说，邵阳把创“国卫”的过程当
成城市品质大提升的良机，坚持
高标准建设和管理。

邵阳创“国卫”带给城市和
市民的，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彻
底改观，更是市民生活态度和生
活习惯的转变。邵阳市驿站之家
志愿者协会有一批宣讲文明、劝
导陋习的老年文明督导队，分组
在城区小街道不间断巡视，对发
现的问题做到“随手拍”，并及时
上报到各个社区进行整改。

“邵阳有今天的变化太不容
易了！”家住北塔区状元社区的陈
先生一脸幸福地说。

古城邵阳，这个一度城市基
础设施滞后、 公共服务欠缺、城
市形象和卫生状况欠佳的城市，
通过4年多创“国卫”，实现华丽
转身。 ■实习记者 尹建国

记者 陈志强 陆益平

“城市美好，生活才更美好”
4年创“国卫”，古城邵阳华丽转身

引领企业创新，助推转型升级，让员工充分享受发展成果

“党建给企业注入十足精气神”

王雪良今年54岁，是湘煤
集团下属分公司的退休职工。
退休后，她回到宁乡老家农村
生活。“瓜果蔬菜自给自足，养
老金连年上涨，完全不用担心
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
了。”提及未来的愿望，王雪良
笑着说，“作为老年人，当然是
期待养老金再次上涨。”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它
和我们每个家庭密切相关。接
下来的5年， 我省在社保等民
生问题改善方面会有哪些目
标和举措？

11月17日，记者从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我
省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
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我省实
施社会保障卡工程， 到2020
年，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5500万人。具体来说，适当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 完善统账结
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构建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
金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

险体系。 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制度， 健全参保缴费激
励约束机制， 建立基本养老金
合理调整机制， 逐步提高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标准。 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
上缴公共财政比例， 划转部分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争取
建设区域性工伤康复平台。

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 城乡基本
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改革医保管理和支付方式，合
理控制医疗费用。改进个人账
户，开展门诊费用统筹。实现
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
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健全医疗
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

比例调整机制，实行职工退休
人员医保缴费参保政策。推行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健全
重特大疾病救助和疾病应急
救助制度，促进基本医保与商
业健康保险相互补充和衔接
发展。逐步合并实施生育保险
和基本医疗保险。鼓励发展补
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

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

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城乡统筹，推进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量化调整，研究制定支出
型贫困家庭救助支持政策。加
快建立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机制，全面开展低收入
家庭认定工作。建立城乡统筹

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科学制
定供养标准。全面实施临时救
助制度，积极推进“救急难”工
作。加强医疗救助政策与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慈善救
助有效衔接，全面开展重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建立以政府为主提供基
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
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形成
总量基本平衡、 结构基本合
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
的住房供需格局。深化住房制
度改革，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
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
并举的住房制度为方向，把公
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统筹

规划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
和配套设施建设，推进“两房
两棚”建设。完善保障性住房
管理制度，将居住证持有人纳
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加强准
入、使用、退出等全过程管理。
到2020年，县级以上中心城区
住房保障覆盖面达23%，农村
危房改造覆盖面达100%。

■记者 王智芳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