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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 惠民生 促发展
——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五年发展综述
韩晓芳

本报记者

专业技术人才共 18.25 万人，其中公有制领
域 10.36 万人，非公有制领域 7.89 万人，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比例结构渐趋合理，其中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的人数比例
为 1∶6∶8；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改进职
称评审工作，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为专业技术人员营造科学、公平、便捷的评
价环境；完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市县
两级累计公开招聘 6388 人；安全平稳组织
各 类 人 事 考 试 共 73 次 ，累 计 参 考 人 数
202706 人次。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
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五年来，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贴人民群众对高品质
生活的呼声期盼，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实践要求，把准方向、找准定位、精准发力，
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着力加
大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就业服务质量、促进
居民稳步增收、推进社保制度改革、创新人
才发展机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加大人社扶贫力度、完善互联
网+人社服务，人社领域各项政策得到充分
落实，制度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
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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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效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政策、拓
宽就业渠道、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搭建
服务对接平台、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
等举措，五年来，市人社局确保了我市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统筹城乡就业取得新成效。
2016 年以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29.88 万
人，创业就业 6 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30.59 万人；举办各种类型人才交流活动
557 场次，签订就业意向约 10 万余人；开发
公益性岗位 6000 余个，为基层招募“三支
一扶”
大学生 332 名。
市人社局着力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围
绕“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全力打造
“临汾技工”品牌，建立完善了“培训+鉴
定+就业+服务”模式，5 年来技能培训 36
万余人次，技能鉴定 15.7 万人，新增高技
能人才 5781 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充
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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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10 米车厢里一声“您好，欢迎乘车，请往
里边走，谢谢”送给早出乘客一天的好心情；夜晚，
伴着城市的霓虹，守护夜归旅人的幸福平安……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晨光到日暮，从市民的声声赞
许到捧回国字号荣誉，
百姓车开进了百姓心里。
临汾公交（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简称）乘风
破浪，
51 载，
正青春！
51 年，从两台车，两条线路，10 个站点，发展到
现在的 445 辆纯电动公交车，27 条线路，定制公交
线路 14 条，800 余个站点，市内站点 500 米全覆盖，
市郊镇镇通公交；
从燃油车到燃气车再到现如今新
能源公交全覆盖；从人工售票到刷卡支付再到如今
手机电子支付……这些变化见证了临汾公交的发
展巨变。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下，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形成了政府监管、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不断完善公交服
务设施，优化公交线网，拓展公交服务功能，使公
交公司在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也让广大市民享
受更安全、更温馨、更舒适、更便捷、更优质的公交
服务。
作为城市中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临汾公交荣光
在身——
2016 年，临汾公交在全省城区公共交通优先
发展年度考核中位居第一。
2017 年 8 月 4 日，交通运输部公布“十三五”期
间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建设第一批创建城市名单，我
市是全省唯一一个获得创建资格的城市。自此，我
市驶入创建公交都市的快车道。
2017 年，临汾公交 10 路获得全国“巾帼文明
岗”荣誉称号；2018 年，10 路公交线路被交通运输
部授予“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示范窗口”荣誉称
号;2019 年，10 路公交线路又被交通运输部评选为
“新能源公交高品质线路”，成为我省公交领域获此
奖项的唯一一条线路。
2019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我的公交我的城”
重大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临汾，这也是在山西启动的
唯一一个城市。
2021 年 9 月 14 日，首批熊猫公交在临汾西站
公交综合场站正式上线运营，我市也成为山西省首
批引入熊猫公交车的城市。
2021 年 9 月 17 日，山西省绿色出行宣传月和
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在我市举行启动仪式，这项活
动开展四年以来，
首次在省城以外的地级市举行。
回顾闪光与精彩，临汾公交人每一步都走得铿
锵有力！

◆绿色出行 节能便民

2016 年 12 月，
我市成为山西省第一个实现纯电
动公交全覆盖的城市，
并达到了三个百分之百：
公交
车 100%为纯电动，
收车后 100%能回场停放，
回场后
100%能在本场站内充电。从此，穿梭于市区街道和
市郊村庄的纯电动公交车在平阳大地掀起绿色出行
新风尚，
也成为这座城市一张靓丽的新名片。
从燃油公交车到燃气公交车再到纯电动新能
源公交车全覆盖，公交动力的改变是临汾公交向环
保节能、绿色出行迈进的坚定回应。
纯电动公交车排放为零，每运行 100 公里，成

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内
容, 在于构建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保障
制度。五年来，市人社局以增强公平性、适
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统筹推进
社保事业创新发展，全面推进全民参保计
划，不断完善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制
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化经办服务功
能，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
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全省第三代社保卡首发仪式在我市举行
系。
“十三五”期末，全市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280.96 万人,比十二五末增长 13.38%；失业
保 险 覆 盖 38.13 万 人 ，比 十 二 五 末 增 长
9.23%；工伤保险覆盖 55.19 万人，比十二五
末增长 10.03%，基本实现了广覆盖的社会
保障目标。
同时，市人社局聚焦“社保全覆盖、服
务一卡通 ”工作目标 ，统筹推进 ，开拓创
新，着力构建“发用并举、一卡多用，服务
完善、卡惠民生”的社保卡工作格局，基本
形成了“人人持卡”的良好局面。
近日，社保卡加载了“交通一卡通”功
能，今后，我市居民可在人社部门社保卡
窗口、社保卡发卡银行和“民生山西”APP
换领加载“交通一卡通”功能的第三代社
保卡，并在“交通一卡通”账户充值，即可
实现持一张社保卡在全国 303 个城市乘坐
公交、地铁、轮渡等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山
西省内 11 个城市乘坐公交车、太原市乘坐
地铁。

“十六连涨 ”。统筹单位工伤职工伤残津
贴、生活护理费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
抚恤金连年提高。率先在全省建立了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费制度，切实
提高了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员的综合待遇。全力推进失业保险“扩
围”工作，确保失业保险待遇“应发尽发、
应保尽保”，该项工作连续 15 次通报均位
列全省第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人
社局积极落实政策，提高医护防疫人员工
资和津补贴标准。通过开展企业薪酬调查，
发布工资指导价位和工资指导线，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切实加强工资收入宏观指导
和调控。五年来，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2015 年底的 25498 元，增长到 2020
年底的 34480 元，年均增长 6.2%，居民收入
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人才人事全面加强
这五年，市人社局紧紧围绕“人才强
市”战略，坚持人才优先、高端引领的原则，
科学编制发展规划，精心打造开发平台，着
力提升公共服务，持续优化人才环境，为促
进临汾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2016 年以来，我市人才人事全面加强，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五年来，市人社局通过落实各项待遇、
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
等措施，使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得到稳步提高。
2016 年 来 ，全 市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公交车
本为 50 元，
运营成本低、环保、经济效益优势明显。
为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2015 年 11 月，临汾
公交首座公交充电站建成并投入使用。截至目前，
临汾公交已建成 14 座公交车充电站，300 多个充电
桩，实现公交站站能充电。公交充电站采用快充模
式，每次充电时间仅需 10 分钟左右，充电快、运营
效率高，保障了线路运营。同时还可以实现远程计
费、监控等功能。
临汾公交目前线路共有 27 条，线路总长度 800
多公里，日发车 3000 余趟，年客运量 5580 万人次。
近年来，临汾公交通过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
出行周活动，以“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为主题，进社
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乡镇，组织开展多样
化、富有群众参与性的宣传活动。

市人社局深入推进无欠薪市县创建活
动 ，2016 年 以 来 ，共 检 查 用 人 单 位 53960
户，追发劳动者工资等待遇 1.5 亿元，涉及
15102 人；
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
件 67 户，通过《临汾日报》等主流媒体公开
曝光，将 25 户企业及其法人和实际负责人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进行了综
合惩戒；共缴存工资保证金 1.3055 亿元，累
计预存账面余额 4.77 亿元；市县两级均按
规定建立了政府应急周转金制度，共预存
周转金 4323 万元。
同时，市人社局深入推进劳动合同制
度建设，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实行动态监
管；进一步加大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力
度，立案受理各类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3590
件，结案 3446 件，结案率 96%，为劳动者实
现各项权益金额 19950 万元；接待群众来
访 4395 批次，处理群众来信 379 件，来信来
访处置率 100%。
扬帆起航正当时，砥砺前行铸辉煌。市
人社局负责人表示，今后，市人社局将继续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
居民收入水平；深化人才人事体制机制改
革，推进人才强市战略实施；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形成规范有序的劳动用工格局；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持续加强系统行风建设，更
好地服务中心和大局、服务市场主体、服务
基层和群众，精准发力、攻坚克难，奋力谱
写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百姓车

本报记者 李卫红 荀丹薇

◆智慧出行 精准安全

临汾公交 445 辆纯电动公交车已全部实现无
纸化智能调度，车辆实时监控，超速警示提醒，充
电数据实时上传。智能公交调度系统、智能电子
站牌、临汾掌上公交 APP 为市民出行实时提供公
交 运 行 动 态 。同 时 在 山 西 省 率 先 投 入 人 脸 识 别
“刷脸”乘车支付系统，目前市民乘车付费方式多
达 12 种，使用量已占总客流量的 60%以上。值得
一提的是，乘客还可以通过“高德地图”搜索目的
地，就近乘车、便捷乘车，真正实现了“我的出行
我做主”。
为了把好安全源头，临汾公交在各发车站安装
了岗前检测仪一体机，对驾驶员、乘务员上岗前的
体温、情绪、血压、心率、酒精等各项身体指标进行
监测，实时回传智管中心，杜绝了驾驶员酒后开车、
抱病开车、异常情绪开车等情况的发生，有效地保
障了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临汾公交加大科技
公交的建设力度，为公交车配置高科技设施，客流
记录仪、疲劳驾驶提醒仪、危险品报警仪，让公交车
运行更安全。
在提高公交安防设施的同时，不断提升驾驶员
处理车厢问题的能力，实施“三个不开车”安全服务
措施，车门不关好不开车、车厢问题不解决不开车，
老人不落座不开车。
同时对驾驶员进行以人为本及亲情化管理。让
全体员工从思想深处感悟和懂得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通过访谈式的亲情化管理、精准式的沟通，将
“十必谈”和“四必访”作为亲情化服务管理模式的
重要内容。
“十必谈”：发生事故后必谈；出现违反交规后
必谈；服务中受了委屈后必谈；受到经济处罚后必
谈；接到投诉电话后必谈；发现个人有思想情绪时

必谈；发现个人有事故苗头时必谈；个人工作调整
时必谈；个人或家中有喜事前必谈；休假返回上岗
前必谈。
“四必访”：家中有“白事”时必访；
个人或直
系亲属生病住院时必访；家中突遇特殊困难时必
访；
重点人员定期必访。
近几年，临汾公交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千
车公里事故损失走在全国公交的先进行列。

◆微笑出行 幸福满意

“您好，欢迎乘车。”在临汾，每一位乘客的公交
之行从一句亲切问候开始。
如今，乘坐公交已成为市民出行代步工具的首
选，公交是城市的窗口，公交车的服务反映一个城
市的温度。临汾公交社会问卷调查显示，近三年，临
汾公交的优服市民满意率都在 98%以上，走在了全
国公交的前列，
2021 年 1 月至 8 月有责投诉为零。
普通话是临汾公交的工作语言，微笑服务是临
汾公交的岗位形象。
“诚信微笑”作为临汾公交的企
业文化已经纳入正常管理范畴，成为员工的工作常
态。为了不断提升丰富“诚信微笑巴士”品牌文化，
今年 7 月 20 日至 23 日，临汾公交开展了微笑服务
提升专项培训、普通话专项培训、公交驾驶员心理
辅导专项培训。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邀请医护人员
为全体司乘人员进行健康知识与急救技能专项培
训，在培训中医护专家通过“急救与心肺复苏常
识”
“动与静的沟通公交司机职业问题”的培训进一
步提高广大司乘人员在工作中紧急处理突发事件
的能力，通过培训学会这些急救技能，就能在紧急
时刻为乘客赢得抢救时间。每年通过系统的至少

45 场的安全优服微笑培训,让全体司乘人员时刻展
现岗位形象美、服务语言美、文明驾驶美、车厢景色
美，
全力打造让市民满意的幸福公交。
拾金不昧、扶老爱幼、公交车变救护车……车
厢里发生了太多动人的故事。每一位公交人都以车
为家，倾心付出，这个积极向上的团队里涌现出了
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郝斌
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乔志霞，山西省交通运输
系统先进个人杨秀会等先进人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交通运输部“十三
五”全国首批 50 个“公交都市”创建城市，也是山西
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临汾公交在诚信经营中赢得信
任，践行职业道德规范；
在优化服务中树立品牌，创
建人民满意公交。企业由经营性向服务型创新，由
经济效益型向社会效益型创新，由公交规范化服务
向空乘化服务创新，临汾公交的特色经营、特色服
务得到了全国同行的关注，赢得了全市人民的认可
和信任。
砥砺奋进新征程，乘风破浪再扬帆！临汾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国全言辞恳切地说：
“临汾
公交将始终如一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优选公交、
绿色出行，打造诚信公交、让人民满意的公交，不断
创新服务理念，让我们的优质规范诚信
服务更具特色，
‘诚信微笑’品牌形象更
加靓丽，全力打造具有临汾特色的高品
质城市公交优质诚信服务新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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