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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云南“十三五”成就
我省社会民生建设硕果累累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投入资金 26.8 亿元
昨日，记者从云南省“回眸‘十三五’奋进彩云南”系列新闻发布会·社会民生建设专题发布会
上了解到，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社会民生工作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统筹
疫情防控和民政工作，通过持续努力，使社会民生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

15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获救助
云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姜山介绍，
“十
三五”期间，广大基层干部走进千家万户比对排
查，确保兜准、兜住、兜牢底线，特别是对老年人、
未成年人、重残重病等特殊困难群体反复排查，做
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
收入的共 15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规定纳入农
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同时，出台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有关专项
政策，为 30 余万困难群众提供低保等后续扶持，成

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 121 个。
民政部门先后出台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等 20 多个政策措施，加强社会救助制度体
系建设。目前，全省城市、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
分别为不低于 7680 元、4500 元，比 2015 年增加
2880 元、2188 元 ；特 困 人 员 月 基 本 生 活 标 准 统
一提高到不低于 832 元；全省 5 年累计投入困难
群众救助金 560 亿元，年均有 430 万困难群众获
得经常性生活救助、85 万人次获得临时性生活
救助。

建成 1.4 万余个儿童之家
通过建立起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
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建成儿童福利
机构 47 个、儿童之家 1.4 万余个，配备乡镇（街道）
儿童督导员 1841 名、村（居）儿童主任 14945 名，
将集中供养和散居孤儿等基本生活补助标准分别
提高到每人每月 1980 元和 1280 元，较 2015 年分
别提高 230 元和 231 元。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累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

贴 22.49 亿元，年均惠及 73.53 万残疾人；加强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全省年均救助 2.8 万人次。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民
政工作者把老年人、孤儿、困难群众等身体最弱、
最易受感染的民政对象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保障了全省养老、儿童、精神卫生等机构服务对象
和工作人员零病例、无感染。加大对受疫情影响
特殊困难群众的救助，对受疫情影响的 23.3 万人
次第一时间雪中送炭，给予临时救助。

件惠民实事，中央和省级累计投入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资金 26.8 亿元，建成和在建养老机构 1168
个，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681 个，养老床
位较 2015 年增长 46%。建立完善高龄津贴制度，
惠及 91.3 万高龄老年人。

追发工资等待遇 26 亿余元
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性引才基地，连续 5 年举办“云南省国际人才交流
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杨榆坚介绍，全省就业局势
会”，设立省外招才引智工作站，汇聚天下英才服
稳中向好。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
务云南。
业 246.49 万人，完成规划目标的 112%；全省农村
同时，紧扣“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抓
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总量达 1515.52 万人，就业规
实治欠保支工作，累计帮助 18.21 万劳动者补签劳
模创下新高。
动合同，为 27.93 万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 26.86
通过“贷免扶补”和创业担保贷款扶持高校毕
亿元，
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业生、下岗失业人员等 10 类人群创业 52.03 万人，
人社部门还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设立
发放贷款 617.2 亿元，带动（吸纳）就业 137.8 万人，
658 个服务站（点）、471 个服务窗口；认定 2451 个
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明显。累计发放创业担保
就业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开发 44.31
贷款突破 1000 亿元，成为全国第三个贷款总量突
万个乡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累计实现
破千亿大关的省份。
贫 困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318.19 万 人 ，转 移 率 达
通过持续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力度，五年
70.7%。做好技能扶贫，让群众手上有技能。建立
累计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58.77 万人，高校毕业 “横跨 9 部门、连通省市县”的技能扶贫工作机制，
生总体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
深入实施“技能扶贫行动”，累计培训贫困劳动力
积极开展多层次引才引智活动，建立了 5 个柔
609.53 万人次。

减少企业社保支出 450 亿余元
截至 11 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 3923.48 万人，基本实现各类
群体全覆盖，三项基金累计结余 1779.83 亿元，比
“十二五”
末增长 90%，可持续能力进一步增强。
社保待遇稳步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达到 108 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
“16 连调”
，
工伤保险三项长期待遇标准实现
“15 连

全省设立
巡（护）河员

人

12 月 29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河长制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通报 2020 年我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情况。记者从
发布会上获悉，
“ 十三五”期间，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水环境治理规
划项目共计 325 个，截至目前已完工 306 个，在建 19 个，总体完工
率为 94.15%。

水质达标率 89.5%
截至 2020 年 11 月，
全省 200 个重要河湖库渠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为 89.5%，
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优良水体（达到或优于Ⅲ类）
比例从“十二五”末的 66%提升至今年的 83%，珠江、长江和西南
诸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分别达到 68.7%、77.8%和 91.7%。
从 2018 年起，省委、省政府每年安排 36 亿元财政专项资金支
持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
“ 十三五”期间，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条
例均完成修订工作，施行“一湖一条例”，各湖泊进一步健全完善
条例配套制度。从水环境治理工程上看，九大高原湖泊水环境治
理“十三五”规划项目共计 325 个，截至目前已完工 306 个，在建
19 个，
总体完工率为 94.15%。
目前，九大高原湖泊均依法划定保护区范围，及时设置界
桩并完善环湖截污治污体系。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均实施了雨污
分流改造，强化截污管网运营管理，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加强
岸上、入湖河流沿线水环境治理，
提升流域控源截污成效。

共设置五级河长 33882 人
2020 年，我省把推进河（湖）长制从“有名”
转向“有实”
作为云
南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建设最美丽省份的重要抓手，
全面落实五级河（湖）长工作责任体系，全省河湖库渠共设置五级
河长 33882 人。今年，我省还建立了省、州（市）、县（市、区）党委
副书记担任总督察、人大常委会和政协主要领导担任副总督察的
三级督察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夯实河（湖）长制“最后一公里”，今年我
省逐步推动巡（护）河员设立向系统化常态化转变。目前，全省共
设立巡（护）河员 36671 人。在怒江等州市，还聘用建档立卡贫困
户担任巡（护）河员，解决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

评定 400 个县级美丽河湖

养老床位较 2015 年增长 46%
据 介 绍 ，我 省 有 老 年 人 692 万 ，占 总 人 口
14.24%，民政部门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等
政策文件，努力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省政府连续 9 年将养老服务建设项目纳入 10

2020 年我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调”
，
失业保险金平均标准比
“十二五”
末提高 47%。
五 年 累 计 支 付 养 老 、工 伤 保 险 基 本 待 遇
3948.62亿元，
惠及730余万人。按照党中央和国家
决策部署，
在调整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的
基础上，
云南省实施了更大规模、
更大力度的调整缴
费基数、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等政策，
五年共减少
企业社会保险费支出450.49亿元。 本报记者 夏苇

今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云南清水行动”，全面开展新一轮
清理整治。通过入河排污口清理整治、水域岸线保护、河湖联合
执法等专项行动，全省清理河湖库渠 2.41 万条，清理河道污染物
165.5 万吨，出台河湖水域岸线保护规划或制度 256 个，清理拆除
临湖沿河违章建筑 428 万平方米，完成河道采砂专项管理规划
241 个，完成综合整治任务的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42
个，
推进河湖联合执法 3712 次。
此外，
全省还推进了一批河流（河段）、湖泊、水库、水利风景区
建设成为美丽河湖，总投资超过 280 亿元。目前，全省已评定县级
美丽河湖 400 个，州（市）级美丽河湖 287 个，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
美丽河湖候选对象公众满意度均超过 90%。本报记者 孙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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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诺德山海春风项目
交房公告
尊敬的山海春风业主：
中国中铁·诺德山海春风 KCXS2017-24-A-14 地块项目，
目前已完工并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地块物业将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起开始交付。请各位业主届时按照我司书面通知书所列交
房时间及材料，至中国中铁·诺德山海春风营销中心，办理物业交
接相关事宜。
咨询电话：
0871-65336666。
特此公告
昆明中铁诺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