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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年度统计公报显示

第三产业成吸纳就业主力军
据经济日报消息 6 月 10 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2018 年度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下简称
《公报》）。
《公报》显示，2018 年年末，全国
就业人员达到 77586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
人员 43419 万人，
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从 近 5 年 数 据 来 看 ，2014 年 到 2018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 1322 万
人、1312 万人、1314 万人、1351 万人、1361
万人，连续 5 年突破 1300 万人大关；城镇
登 记 失 业 率 连 续 5 年 控 制 在 4.1% 以 内 ，
2018 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近年来最
低的 3.8%。
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的同时，就业结

构日益优化。到 2018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
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 26.1%；第二产
业就业人员占 27.6%；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占 46.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就业占比从
2014 年的 40.6%，上升到 2018 年的 46.3%，
近 5 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已成为吸纳就
业的主力军。
《公报》显示，过去一年，我国社会保
障制度运行总体平稳。2018 年全年，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57089 亿元，比上年增
加 8509 亿元，增长 17.5%；基金支出合计
49208 亿元，比上年增加 7228 亿元，增长
17.2%。

在养老保险方面，2018 年年末，全国
参 加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人 数 已 超 过 9.4 亿
人。其中，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人数为 41902 万人，比上年年末
增加 1608 万人；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为 52392 万人，比上年年末
增加 1137 万人。
2018 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
入 55005 亿元，基金总支出 47550 亿元。年
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58152 亿
元。其中，2018 年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51168 亿元，基金支出 44645
亿元。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存 50901 亿元，保障了当期养老金

的按时足额发放。
《公报》指出，2018 年，全国 60 岁以上
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贫困
老人达到 2195 万人，实际享受代缴保费的
贫困人员达到 2741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使 4936 万贫困人员直接受益。
截至 2018 年年末，
全国 31 个省份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发行全国统一的社
会保障卡，覆盖所有地区。全国社会保障
卡持卡人数为 12.27 亿人，社会保障卡普
及率为 88%。全国大部分地市全面开通
102 项社会保障卡应用。全国 31 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建设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信息系统。

省总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演讲选拔赛

省人社厅公开征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规程意见

讲述工会人竭诚服务职工故事

拟统一使用社保卡发放养老金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
员粤仁宣）日前，省人社厅在门户网站向
社会公众公开征求对《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经办规程（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其中包括推广统一使用社会保障卡办理
养老保险业务和发放养老待遇，
推动社保
服务“一卡通”，进一步方便参保群众，增
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在社会保障卡应用方面，
推广统一使
用社会保障卡办理养老保险业务和发放
养老待遇，推动社保服务“一卡通”，进一
步方便参保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
在个人权益告知方面，
社
保经办机构通过服务网点、自助终端、电
话或者网站等途径，为参保单位、参保人
免费提供社会保险信息查询服务，
推广使
用手机短信发送个人权益信息；
在资格认

■比赛现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彭新启)“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新时代教师的
初心和使命……”6 月 10 日上午，省总工
会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演讲
选拔赛。省总领导李长峰、张振飚、杨
敏、郭开农、叶向阳、李和森、刘国斌出席
活动。来自省总机关各支部、直属单位
各党组织的 19 名党员干部职工参加比
赛，大赛优胜选手将代表省总参加省直
机关工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演
讲比赛。
比赛现场，选手们纷纷结合本职岗
位实际，讲述工会人竭诚服务职工的一
个又一个鲜活故事：有的选手将镜头对
准一线职工，帮扶“候鸟”回家；有的选手
回顾一家三代人的初心故事，激励自己

证工作方面，结合“数字政府”工作方向，
创新管理服务方式，
对省内户籍人员确定
以数据信息比对为主、多种精准服务为辅
的认证方式，通过数据比对、上门服务等
多渠道方式服务群众，
无需群众前往窗口
办理认证，为参保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认证服务；在开展网办业务方面，根据
国家和省工作部署，
顺应互联网服务发展
趋势，
为方便参保单位和参保人通过互联
网办理相关业务，
要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
积极推广网上经办业务模式，
拓展服务渠
道，
提供便捷、高效的社会保险网上服务；
在业务办理所需资料方面，
结合“放管服”
改革要求，全面取消复印件，精简证明材
料，不能减少的，通过共享数据验证，同
时，压缩和优化表格设置，部分表格通过
系统设置打印或实行个人承诺，
无需参保
人填写。

彭新启/摄

砥砺前行；有的选手在火车上遇见工友，
大力宣传广东职工热线；有的选手再现
了奔赴一线调研的场景，用行动回答了
工会人的使命……
大赛邀请了省总领导和直属机关党
委委员作为评委，从演讲内容、语言表
达、仪表形象、现场效果等方面评分。经
过近两小时的角逐，第二党支部的谭艳
萍、第十二党支部的徐喜溶、第六党支部
的王荣光分别获得选拔赛的第一、二、三
名。
现场观众纷纷表示，此次活动将激
励工会党员干部职工，回望初心、感悟初
心、铭记初心，牢记使命、践行使命、不辱
使命，为开创新时代广东工会工作新局
面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率明年 7 月前统一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记者从
广东省人社厅获悉，
为进一步完善广东省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
日
前，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
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通知》明确，
单
位缴费比例低于省统一规定标准（14%）
的市需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前逐步过渡至
省统一规定标准。
《通知》明确，
各市社保费征收机构应
依法按时足额征收养老保险费和划解省
级统筹调拨资金，
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在

确保养老待遇发放方面的职责。各市改
革前的存量资金与改革后扣除省里调拨
资金以外的当期结余实行分账管理。
在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和基数方
面，
《通知》称，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
费比例按照国家规定由省统一制定，
低于
省统一规定标准的原则上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前逐步过渡至省统一规定标准，具体
的过渡计划由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
政、税务部门制定，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
税务局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