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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乎民心，社会保障更是重中之重。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改制度、扩范围、提
待遇、强服务，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
安全网，夯实民生基础。保障好则民心稳、百业兴，一
步步深化改革的扎实推进、一份份老百姓心中沉甸甸的

“获得感”，成为这五年最暖心的民生成就之一。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重大突破。遵循顶层设计改革

逻辑，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打通了
职工和居民两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通道；同时整
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维护城乡居民公平享有
基本医疗保障的权益。全面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并
轨。为维护流动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益，完善了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进一步增强医保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基础性作
用。

社会保障水平逐年稳步提高。“退休收入高、看病自
己花钱少”是人们普遍期待的两大社会保障关键问题。
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基本养老金从2012年至2016年平
均增长 8.8%。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也在不断上调。综合施策破解“看病贵”难题，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
医疗保险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分别为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

和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
经办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初步建成从中央到地方的

五级社会保障管理组织体系和服务网络，社会保险转移
接续更加顺畅。目前已实现90%以上的地市接入国家异地
就医结算系统平台，直接结算带来巨大便利。深入推进

“多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推动社保经办业务与“互联
网+”技术深度融合，优化服务圈就近办理，人民群众享
受到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是以保

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为目标的长期性制度安排，必须
保证能够持续健康运行。国家制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管理办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市场化、
多元化投资运营，努力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又先后降
低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减轻企业负
担，增加企业主动缴保的积极性。社会保险基金规模
不断扩大，安全性进一步提高，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的社会保障工作仍然面临着艰巨繁重的任务，还需要
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水
平，这些都是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所盼就是努力的方向。今后更
应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不断筑牢社会保障底线，
奋力铸就大国民生新篇章。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托起稳稳的幸福
叶晓楠 郭超凯 舒博悉

今年5月25日上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将第10亿张社保
卡交到了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寿东村16岁女学生宁洁手中。至此，历经18
年，全国统一标准的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10亿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建设全面发力，参保范围扩大，待遇稳
步提高，服务日趋便捷，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稳
稳守护着亿万百姓。

截至2016年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到8.88亿人、1.81亿人、2.19亿人、1.8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
13亿人，“全民医保”梦想成真。

中国在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评价。2016年，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三十二届全球大会上，中国政
府被授予“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

“5+2，白加黑，全天候呵护您的幸福。”这是福建厦
门鼓浪屿家庭医生杨燕名片上的话。从厦门到鼓浪屿一
家家的走访，已经成为她的日常。

72岁的蒋永水有几十年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一直靠药物控制；蔡宝瑞阿姨则在3年前做过化疗。老两
口最怕的就是突然发病。“如果去三甲医院，要辗转。像我
们在鼓浪屿，坐船坐车去厦门还要排队，非常不方便。”签
下和杨燕的家庭医生协议不到半年，杨燕就两次带老两
口化解了危急情况。“今年元旦前一天，老伴儿出现尿血。
我马上就找到小杨，她立即给我们联系好了三甲医院。”
从此，杨燕的名片一直被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这张小小的名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事业
建设的一个小小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
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
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加快建立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进
一步织密扎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全面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机
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打通职工
和居民两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通道；

制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维护城乡居民公
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权益；

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医保在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
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

大，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覆盖人群最
多的社会保障制度。截至 2016 年底，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
人数分别达到 8.88 亿人、1.81 亿人、
2.19亿人、1.85亿人，分别比2012年末
增加9980万人、2864万人、2879万人、
3022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
过13亿人。

“今年的退休金又涨了，最近几年
来，年年都涨，拿到手里的钱多了，小
日子过得也舒服多了。”广东省湛江市
吴川供电所的退休员工李玉珍阿姨笑
容满面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制度统
一、参保扩面、提高待遇、优化管理等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正在由“从无到有”向“从有到好”转变。

今年 4 月，国家宣布上调 2017 年养老金，这已是企
业职工养老金“第十三连调”，1亿退休人员将从中受益。

自2012年以来，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
金从1686元增至2016年的2362元，年均增长8.8%。养老
金上调的同时，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补助标准
也在逐年提升，全国社会保障水平在5年间稳步增长。

“以前生病都不敢跑医院，一场大病便把大半年的
积蓄都花光了，现在有了医保，咱普通老百姓有病也不
怕上医院啦。”家在山西吕梁的刘大娘满意地说道。

2016年，国家启动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改革，全面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自此，看病报销不再区分“城市
人”和“农村人”，城乡居民按照统一的政策参保缴费、享
受待遇，改革大大增加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公平性。

到2016年，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最高
支付限额分别达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当地居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
准从 2012 年的 240 元提高到今年的 450 元。大病保险覆
盖城乡居民超过10亿人。全国月平均失业保险金水平由
2012 年的 707 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1051 元，年均增长
10.4%。2016 年因工死亡职工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达到62.4万元。

2016 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共 913.7 万人次，人均生
育保险待遇水平达到15385元，比2012年增加4098元。

社会保障补助标准的不断提升离不开社保基金的稳
健运营。2016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合计5.36万亿
元，比 2012年增加 2.28万亿元；年末五项基金累计结余
6.63万亿元，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截至2017年6月底，8
个省份已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合同，委托投资总
金额为4100亿元，为社会保障稳定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7 月 11 日早上 7：55，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坂
面镇卫生所，已经有患者在等候今天县医院来的医
生了。“毕竟是县里的医生，查得要仔细一些。这
里跟县城有一段距离，如果是我们去的话也不大方
便。”坂面镇居民吴德堪说。他的病在三明报销比
例为 80%，问诊、化验、开药，总共花费 153.12
元，自付35元。不仅个人花销没有增加，还省下了
路费和时间。

从2013年起，福建三明市围绕医药、医保和医
疗，三医联动，推进综合改革。改革要把药费降下
来，让群众得实惠；把诊疗费提上去，让医生的利
益不受损失；让医保支付更科学、更可持续。

三明医改实施以来，三明市公立医院医药总费
用年增长率由 18%控制到 8%-10%的水平。医保报
销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次均费用低于福建平均
水平。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扭亏为盈。

2016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文件中，提
及总结完善福建省三明市改革做法和经验，在安
徽、福建等综合医改试点省份推广。新增若干综合
医改试点省份，区域联动推进综合改革，进一步增
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改革发展
阶段，三明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大学
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表示，“三明医改总结出来
就是增强驱动力、削减阻力、追求合力。”

“种种政策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全国城
乡居民织就一张牢实坚固的保障网。”专家表示，这
将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

“我们几个老同学最近都在打电话说这个事
儿，大家都太高兴了！真应该对政府说声谢谢！”

长期随儿女居住在北京的77岁老人宁书慧对本报表
示。这个“谢谢”，指的是9月底起，国家异地就医
结算系统全面启动、联网运行。

宁书慧的家乡在河北省，她的很多老同学都选
择在异地和儿女一起生活。“原来是真怕生病！看
病、报销、拿药，在异地都比较麻烦，所以有时候
就选择等到过年再回家看病。”

健康医疗在过去几年也迎来了互联网和技术进
步的助力。今年 7月，国务院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指出围绕医疗、养老等迫切民生需
求，要发展智能医疗、智能健康和养老。互联网思
维在医疗改革中的运用将更值得期待。

血压计测量的数据，第一时间通过手机传到了
医疗大数据中心，用数据为每个人制定精准医疗服
务，“享受着我们的天伦之乐，365天我们都是高高
兴兴的过。生活在太平盛世里，我们更要多活几
年！”提起国家在医疗领域的创新改革，来自鼓浪
屿的蔡宝瑞阿姨就是止不住地笑。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助力社会
保障全面升级。社区里设置社保自助一体机、微信
平台开通在线社保缴费、支付宝与社保卡打通，只
需轻点手机或移动鼠标，足不出户就能办多项社保
业务。

社保成果惠及千万家社保成果惠及千万家

创新助力社保体系建设创新助力社保体系建设

耳不聋、眼不花、爱去村头的戏台，和面、烙饼、
手脚麻利不出岔，这就是浙江省桐庐县深澳村 91岁
高龄的王有鲜奶奶。

“每天给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做早饭是我最开心
的事情。”王有鲜说起自己的养老生活笑的格外幸
福，中午她还可以去老年食堂吃饭。

村里4年前建起了老年食堂，老人们每顿最多只
花 5 块钱，90 岁以上的老人全免费。桐庐 183 个行政
村，村村都有老年食堂，还有小院里的养老服务中
心。

5年来，国家累计投入50亿元，10万个农村幸福
院、11 万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这样建立起
来。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 2亿的国家，
中国做到了养老金 12年持续上调，中国人平均寿命
已经提高到76岁，比世界平均水平超出5岁。

幸福感和获得感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保障体
系在维护。近年来，社保卡在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

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以及金融支付等
功能方面不断普及，用卡范围不断拓展。

牛衍兴老两口从山东来，已经在桐庐健康养老
村调理了一个月。“我们就打算在这儿养老了。国家
对老年人照顾越来越好，这事我们深有体会。每年都
在涨工资。我们很满意！”

“下一步，国家将着力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
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韩
克庆对本报表示，“譬如在医保、养老等方面，逐步消
解城乡二元性制度痕迹，建立起统一的制度平台。同
时，充分考虑有工作群体和无工作群体的待遇差异。
在设计理念上，注意区分社会保险和公民福利的制
度边界。在财政再分配层面，继续提高民生保障在
GDP中所占的比例。”

民众点赞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民心的保障
许 谨

2017 年 9 月 20
日，江西峡江，一名
灵活就业人员正在办
理社保补贴手续。

陈福平、刘娇摄
（人民视觉）

8 月 30 日上午，在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双
井社区社保大厅里，市社保局志愿者正细心向
前来参保登记的社区居民宣讲政策。

黄有安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