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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民力，民生关
系发展。

去年以来，海南州社会保障事业坚持把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人社
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就业创业、
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等方面不断
取得新突破，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奋
力推进新时代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稳就业！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局势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真是太
好了，我已经与企业达成用工意向。”贵德县
河西镇贺尔加村村民卓玛措高兴地说。去年
4月份，海南州开展“春风暖企”行动，有青海
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海南州恰嘎
畜牧业有限公司等100多家企业参加，提供招
聘岗位280多个，集中为就业困难人员送岗
位、送温暖，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

去年以来，海南州人社局始终把就业工
作作为第一任务，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
善落实积极就业政策，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上
下功夫，不断拓宽输送渠道，大力提升劳动力
转移就业质量和水平；在技能培训上下功夫，
努力优化岗位需求、技能培训与实现就业之间
的有效衔接；在创业带动就业上下功夫，不断
开发新的就业岗位；在就业帮扶上下功夫，用
好用活公益性岗位政策，兜实困难群体帮扶就
业，帮助脱贫群众稳定脱贫、加快致富。

一年来，全州城镇新增就业2018人，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2751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78
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4.8 万人次，高校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 87.4%，城镇登记失业
率为2.2%。

聚焦提水平！办好社会保障民生实事

“以前靠务农生活很困难，现在每个月
能领到养老金，国家的政策为我们解决了后
顾之忧，可以安心安享晚年。”王振芳老人感
慨道，她还叮嘱女儿说：“以后每年都要按时

缴纳养老保险，等到你老了就有一定的保障
啦。”正如王振芳老人所说，一年来，海南州
人社部门有序有力推进各项社保政策落地
落实，将这张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
的“安全网”织得更密实牢靠。

去年以来，海南州持续健全覆盖全民、
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
面，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供给有效性和精
准性，增进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
感，为各族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

一年来，全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49126人，失业保险参保28182人，工伤保
险参保63183人，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
保险参保目标任务完成100%，社保卡持卡人
数达到44.01万人。

聚焦保稳定！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一年来，海南州人社部
门加强劳动关系矛盾隐患排查，加大劳动
保障监察执法力度，提升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效能，着力保障劳动关系总体和谐
稳定。

坚持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维护社
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认真分析近年来发生欠
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前移劳动监察关口，
加强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实名制管理、
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等情况的监督检查，采
取印发工作提醒函、畅通群众投诉渠道等方
式，扎实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全力维护
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群众权益。

一年来，全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
率为 100%，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为
60%，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100%，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100%。

（特约记者 陶亚荣）

海南州晒出暖心民生“成绩单”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智措）1月3日，兴
海县曲什安镇莫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举行分
红仪式，村“两委”成员和合作社成员结合
合作社发展需要，将合作社收益的 55%、
72.4497 万 元 进 行 了 分 红 ， 收 益 的 45% 、
57.9603万元为集体经济合作社周转金。

分红现场，牧民股东们齐聚一堂、热
闹非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参与分红的
村民纷纷表示，都是党的好政策给大伙的
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今年入股合作社今

年就有分红，今后会积极带动身边人入股
合作社，在家门口实现共同富裕。

莫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主要种植牛羊饲草料、青稞，养殖
黄渤羊，现有274户村民入股合作社。近两
年，莫多村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和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村文明进
步、农民增收致富。2022 年，通过村集体

经济产业发展，在种养殖出售方面获得收
益共计130.41万元。

下一步，莫多村抢抓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打造机遇，选定藏系羊繁育为产
业，通过标准化繁育、精细化选种向外辐
射优质绵羊。对县农牧局投放给合作社的
195头母牦牛，规范标准化养殖，加强饲养
管理和奶产品供给。从现有的基础耕地上
从河卡流转耕地1000亩，主要种植燕麦保
证饲草料安全的同时提升畜牧饲养品质。

本报讯（特约记者 才让本）2022 年，
海南州通过完善城乡住房制度，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继续抓好城镇建设投资、
实施州级重点项目、提升老旧小区改造
水平等，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住
房安全保障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努力开创全州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2022年全州共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1036户，共下达资金1352万元。棚户
区改造方面，803 套已进行货币化安
置，397 套安置房正在招投标阶段。全
州已建成的 43089 套公租房分配入住
39662套，入住率达到92%。公租房信息
系统录入截至目前全州配租率为69.6%。
全州房地产开发项目共13个，新建项目
6 个，续建项目 7 个。计划投资 8 亿元，
拟建成开发面积22万平方米，2022年10
月底完成投资5.29亿元。

2022 年全州共续建、新建房屋建
筑及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101 项，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全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25 亿元，项目主要涉及城镇道路桥
梁、供排水、垃圾污水处理及集中供
热等内容。海南州藏文化产业园建设
项目主体已完工进入装修阶段，截至
目前，累计完成资金拨付 1.224 亿元。
博物馆二次装修、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室内装修、海南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体验馆装修工程现已全面开
工建设。

海南州在推进美丽城镇建设上不断
发力，投资1.83亿元，因地制宜打造基
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环境美丽
宜居、管理体制创新、镇容镇貌协调、
特色经济繁荣的森多、常牧镇等 4 个美
丽城镇。目前，森多镇已全部建设完
成，常牧镇已全面开工建设。

在持续推动绿色建筑占比达标方
面，各县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
正与空间规划对接，全州公共建筑节能
率 达 到 65% ，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率 达 到
75%，并建立了海南州绿色建筑创建行
动联席会议制度。截至目前，海南州城
镇新开工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
80%以上，完成既定目标。

本报讯（特约记者 肖玉珍）新年伊始，随
着“新十条”措施科学精准落实落地，海南州
各地积极行动，消费市场暖意融融，“烟火
气”持续升腾，为重振经济按下“快进键”，也
为今年经济复苏做足积淀和准备，全州各地
呈现出一幕幕忙碌迎新春的场景。

日前，记者实地探访共和县多个商超发
现，城市的线下零售、餐饮、文旅等领域的消
费正在快速恢复，城市“烟火气”又回来了。
不少商铺店员直言“人手感觉不够用了”，也
有顾客感叹“有了过年的味道”。

这几天，共和县的各重点商圈、购物超
市迎来客流回归，与两周前相比，商业区购
置年货的客流量明显增多。在位于香巴拉
广场的商场内，餐饮区的多家餐厅都坐满了
消费者，部分餐厅还出现排队等位的情况。
该餐饮区某麻辣烫摊位的负责人表示，自从
元旦后，一到饭点时候都会出现食客爆满的
现象，每天的营业额已经恢复到正常。

在各大商超有序恢复营业后，各种商品
货源充足，价格稳定，秩序井然，消费活力逐
步回归。在共和县大润发发到家超市，前来

采购的消费者自觉佩戴口罩有
序进入商场，手里拎着大大小小
的购物袋，售货员柜台前已经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

随 着 复 商 复 市 的 全 速 推
进 ， 酒 店 娱 乐 行 业 也 逐 步 复
苏。记者通过走访得知，共和
县各大酒店客流量持续回升。这
几天，共和县铁盖乡下合乐寺村
正在试营业的“恰恰湾”景区
内，小型的人造滑雪场上人来人
往，旁边的彩虹滑道上游客们正
在陆续排着队，在工作人员的指
挥下有序地娱乐。

目前，全州各大型商场、菜市场、餐
饮行业等客流回暖，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同时，州县工信、市场等部门引导大型商
贸流通企业抢抓岁末年初消费旺季，组织
开展各类打折让利、秒杀优惠等促销活
动，鼓励经营主体开展线上促销，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能。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近期，海
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 《外商投资
法》，对外商投资的“沃绍（青海）国际
育种有限公司”予以登记注册，并成功
落户海南州贵南县，这是自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授予海南州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
理权后，依法登记的首家外商投资法人
企业。

2022年12月26日，申请人将公司设
立登记申请材料通过企业开办电子化平
台提交给海南州市场监管局，经审查符
合法律规定和法定形式的前提下，通过
线上与线下融合办理的方式，当天成功
登记注册，领到了营业执照。

近年来，海南州市场监管局全面贯
彻落实商事制度改革各项举措，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市场准
入环节，除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领域外，允许外商投资与内资一样平等
进入各个行业领域，实现了准入条件、
准入程序和适用法律方面内外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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