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商管理                                                                              2022 年第 2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Moder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ttps://jmba.oajrc.org 

- 57 - 

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心人力资源管理现行问题及优化 

张 莉 

灌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灌南 

【摘要】社会快速发展以及老龄化社会到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总体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让广大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红利，有助于消除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稳步发展。基

于此，本文分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

而提升事业单位服务水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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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basic old-age ins

urance center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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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rrival of an aging society, my country’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 the whole, and it has also allowed the masses to enjoy the 
divide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will help eliminate unfair distribution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ndowment insurance center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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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人们的养老观念

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在广大农村地区逐渐摒弃了养

儿防老理念，无论参保意识还是人数都在不断提高。

在此背景下对于城乡居民职工而言，优秀的人力资

源管理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更能够让人民群众

享受到优质服务体验。然而在现阶段，不少基本养

老保险中心人力资源管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这不仅会对单位发展带来消极作用，也会对其社会

服务功能作用发挥造成阻碍，广大群众对政府公信

力也会产生怀疑。有必要对现有工作人员进行合理

分配，积极做好制度创新，才能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环境影响，人们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注度非常高。尤其是在广大

城乡地区，基于地域、人口等诸因素，为确保养老

保险工作顺利开展，就需要切实提升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成效，这对于推动社会稳步有序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公民在足额缴纳养老保险以后，无论是年老

或患病都可以向相关部门寻求物质帮助，作为社保

部门，就需要根据被保险人实际情况给予相应补偿。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和事业单位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工作的开展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多元

化的人才管理形式，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从

而提升单位和企业竞争力。 
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心人力资源管理所

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体系亟需改善 
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广大

事业单位，为进一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纷纷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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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管理体系的改进。然而受传统观念影响，在现

如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依然还存在着较为严

重的一言堂作风，从而导致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受到了极大打压。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老龄化时

代的到来，作为养老保险中心所面临的业务量也在

不断增大，然而在管理方法以及观念等方面并没有

做出相应改变，从而使得各个业务层面都没有进行

深度变革和创新，难以满足当前的时代需求，从而

导致整体作风过于浮躁，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

于耳。还有部分领导过多地看重其个人权利，甚至

在开展工作时还会出现越位的现象。在人力资源管

理过程中，只重视组织能力以及管理职能的有效性，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广大基层人员的个体化差异，

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导致各个业

务层面的实际效率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在很多时候，

也只是按照上级部门的意愿开展业务，很少从自身

所处层次主动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而这种客观存在

的局限性，限制了基层职员无法联系实际去改变问

题，从而导致其管理工作以及实际效率并不能够得

到明显提升。 
2.2 缺乏专业人才 
众所周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本质在于优化

企业或单位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工作效率。所以这

就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才能胜任这份工作，而非只是

由上级部门空降相关人员或者做临时性培训。而在

目前城乡居民人力资源管理机构相关设备相对完

备，但是管理人才方面的数量比较少，甚至在业务

量逐渐加大的背景下，也不得不从事其他方面的工

作，或由非专业性人员顶替，而这也就导致在对该

项工作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下，其整体管理效率必

然会大幅度降低，还有部分专业人员在单位内部往

往不受重视，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福利，都无法达

到其应有标准。基于市场角度也就不得不选择离职，

更何况该项工作其本身也存在流动性大的特点，新

人在接手时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比较明显，这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管理科学化。 
2.3 培训力度不足，工作人员缺乏积极性 
随着参保范围逐年扩大，在意识逐渐提升的同

时，也给养老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除了需要继续

深化改革以外，也需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在该

领域的应用并没有得到大面积普及，其工作重点仍

然只是着重于“物”，认为只需要拥有先进的计算

机设备，就能够大幅度提高整体工作效率。而这也

就导致在人才选拔方面过多地重视所谓的文体，忽

略了后续知识培训以及缺乏良性竞争激励机制，虽

然不少地区也定期安排员工进行培训，然而重点还

是在于相关政策和应用程序的使用，忽略了对人力

资源管理方面的培训。这就导致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难以做到紧密配合，尤其是在相关业务衔接方面更

容易出现细节性问题，从而对整体的协调性产生了

一定的消极作用。参保人数的快速增加导致业务量

暴增，在长期高强度工作条件下，员工积极性很容

易受到打压，而该项工作是属于事业单位，在体制

内升职空间相对有限。不少员工基于个人发展态势，

很多时候往往会产生消极懈怠思想，出现工作失误，

也并没有进行反思加以改正，尤其是服务态度逐渐

变差比较明显。然而该项工作是面向全社会，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政府的社会形象，一旦出现错

误或者不良现象，则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性影响，尤

其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任何过激的说法都有可

能被上传至网络，进而全国知晓，严重损害政府在

人民心中的形象。 
2.4 部分群众持观望态度 
受制于传统小农思想的影响，在广大农村地区

依然存在养儿防老思想观念，不少群众对此仍然持

观望态度。对于部分年轻人而言，认为自己年龄比

较小距离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恐怕还有数 10 年的时

间，面对这样的局面，也非常希望能够将有限的资

金用于投资或者是改善当前生活，更愿意在退休前

达到一定年龄阶段时才参保。此外在各项工作推进

过程中，对相关政策以及业务的宣传讲解，必然会

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这就导致部分群众认

为这或许会给干部带来利益上的好处，担心在后期

政策出现变动影响自己的个人利益，比如不能够得

到相应的养老待遇，甚至连本金恐怕都拿不回来。

而在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仍然是

处于相对较低的标准，也让不少群众认为也领不了

多少钱，这也就导致参保积极性和热情严重不足 
2.5 机构性质不一 
尽管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了，尤其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机构在长期实践

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进行完善。总体来看，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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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级机构性质不趋于一致的情况，比如有些部门

则是属于社保局，然而其他的机构则是属于人社局。

从某种程度而言，虽然无论是工作的性质还是内容

都极其相似，然而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机构，无论是

在员工职称或者是薪酬待遇方面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性，也会导致部分工作人员对所从事该项工作存在

很大疑虑，导致其积极性普遍比较低。还有一点就

在于县市级社保机构无论是在编制还是福利待遇方

面，都要明显高于乡镇地区，并且前者绝大多数都

有编制待遇，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 
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心人力资源管理优

化措施 
3.1 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提高工作积极性 
之所以不少工作人员在开展相关业务的过程中

出现态度差以及效率低，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并没有

看到任何晋升的可能性，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相对

较为稳定，那么在此情况下也就表现出了碌碌无为

的态度。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在人力资源考核

制度的基础上进行革新，首先要保证公正公平。此

外在实践的过程中则需要基于数据，对相关要素进

行综合分析，才能使得评价体系更加规范和严格，

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有效反馈机制，积极收集和

采纳广大员工的意见和建议，才能确保其科学性和

准确性。另一方面，作为考核人员也需要从本单位

的实际情况出发，相关制度的建立，除了需要考虑

其合理性以外，更加需要注重单位实际目标与员工

个人之间的差异，只有做到合理评估，才能切实提

高工作积极性。至于最终的考核结果，也应当与工

作岗位和员工薪酬进行合理匹配才能充分发挥其应

有作用，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

平时有必要开展行业交流会，并明确在工作过程中

所容易出现的错误。作为政府部门也需要关心基层

员工，切实提高其待遇水平，才能满足其物质需求

减少烦恼，提高工作热情。另外，作为单位管理层，

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于有着良好服务态

度并表现积极的人员则需要予以一定奖励，反之则

需要惩治并安排其参加相关培训，只有得到重新考

核并通过以后才能胜任该岗位，只有这样才能够切

实提高广大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 
3.2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养老保险的认

同感 
加大宣传，并非只是通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

耐心向群众进行讲解，而是需要通过微信抖音不是

以及社交平台为载体，要以人们听得懂和乐于接受

的方式，进行宣传才能够积极引导群众及时办理参

保缴费。近义词则需要通过将单项政策与当前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结合，为提高宣传有效性

则需要扩大受众群体才能够掌握大量的第 1 手资

料。并根据当前居民的实际情况积极鼓励提高缴费

档次，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道

理，并让人们知晓自身的社保权益。通过组建政策

宣讲小组，深入街镇社区进行点对点宣传，也可以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或者政策解读等相关方式，在现

场为群众解答疑惑，让惠民政策深入人心积极消除

盲区，提高中青年人员参保率。通过形式多样的宣

传手段和丰富多彩的宣传方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进行宣讲，尤其是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有必要采

用印发宣传资料或者是微信交流等诸多方式进行动

员，本地区新闻媒体也需要加强典型事例报道，通

过社会各界合力宣传才能够起到引导作用，提高对

养老保险的认同感。 
3.3 加强部门沟通协调，简化参保手续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

际情况出台相关对接方法，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

施细则，尽早解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其他保险的

衔接障碍，才能消除群众心中的顾虑。作为人力资

源中心工作人员，则需要对服务对象在办理参保登

记以及待遇领取，政策解答方面要有耐心，努力提

高服务质量。考虑到该项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会

涉及诸多部门，为避免在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群

众在多个部门之间不断来回奔跑，因此就有必要加

强沟通协调，建立联动机制。基层单位是征收养老

保险费用的主要组织者，作为人社部门，则需要成

为当地政府的好帮手，而财政机关则需要积极做好

相关业务的辅助工作，至于金融部门，则需要按时

将养老金发放到位，才能让参保人员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 
3.4 完善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对于企业和单位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不仅

能够大幅度优化组织效能，更能够精简机构提高工

作效率。想要切实做好养老保险管理工作，首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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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则是在于培养现有内部人才并积极引进行业领域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在做好队伍建设过程中，则需

要将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养老保险知识进行结合，

找到两者的交集点，才能全面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

能力和实践经验。从社会发展角度出发，在人才引

进和建设的过程中，还应当从本单位实际情况角度

着手，要建立相匹配的培养策略，并通过形式多样

的培训模式，从而使得广大基层工作人员无论是技

能还是知识，都能够得到全面提升。此外在实际工

作过程中还会存在资金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地方

部门有必要向基层投入必要的资金，既要做到及时

更新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同时从安全角

度出发，则需要配备新型养老专线，才能充分发挥

网络化的作用。为满足上述要求，则需要重点培养

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才能为单位工作改

革提供人才储备。 
3.5 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体系，积极创

新转移政策 
根据当前各地区实际开展情况，有必要不断加

大对该项体系的完善工作，重点环节集中于缴费和

资金发放，这就需要建立统一的制度加以约束，才

能有效确保各级部门分工明确。针对不同养老保险，

作为政府部门，则需要对新型农村事业单位等养老

保险，在转移持续政策方面下大功夫，需要将原有

的统筹机制进行创新，才能有效确保基金安全性。

此外基于市场经济原则，自始至终都需要秉承市场

化运营方针，要将行政管理和基金运营合理分离，

才能尽最大程度将基金增值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3.6 实现数据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城乡

社保管理部门工作成效，则应当加大信息服务平台

的建设力度。互联网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该平台，这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

更能够切实降低各种错误。与此同时在内部要使用

专用网以及专线网络连接，才能切实提高各项数据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保障养老保险系统在数据传输

过程中实现共享的要求。对于外出务工人员则需要

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并及时将其信息输入至

系统内，才能确保对这部分人员实现缴费信息的连

续性，更有助于保障在参保以后的各项合法权益。 

3.7 优化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也需要紧随时代发展趋势不断进

行创新，才能进一步推动该项工作迈向新台阶，更

好的服务于人民群众。然而优化不仅仅是对先进理

念的学习，更加需要兼顾本单位实际情况。能够从

全方位地进行学习，增强职工管理才能，从而实现

综合文化素养全面提升。理念的优化不能够生搬硬

套，而是需要基于实际灵活运用，才能让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心人力资

源管理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近期所形成的，然而想要

优化也不是短期内就可实现。在平时工作实践中要

明确重点，充分认识到所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各地

区实际情况对养老保险体系加以完善，加大人才培

养力度，从而实现预期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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