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挖潜力袁多措并举促归集

广泛宣传袁营造良好氛围遥 以公积金制度建立三十周年为契机袁深入开展政
策宣传活动曰全面开展广播尧电视尧报刊尧政府网站野四位一体冶同步宣传报道曰积
极做好新市民建制宣传工作袁在全县 15 个镇渊区冤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份遥

规范缴存袁提高归集额度遥 完成全县 1065 家单位信息核对工作曰多种方式催
缴袁按时汇缴率达 98.16%曰抓好基数调整工作袁全年累计为 785 个单位缴存基数尧
比例进行了调整袁调整金额达 8850 万元遥

强化执法袁扩面成效显著遥 通过执法促使 5 家百人以上企业 866 人开户缴存
到位曰做好未全员建制企业扩面工作袁促使射阳县康平纳有限公司尧江苏双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283 名职工在开户缴存到位袁并将已建制的员工按规定基数
补缴到位遥

着力沟通袁形成联动合力遥 县政府召开了全县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推进会袁
下发叶射阳县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方案曳袁促成全县 149 个单位 4183 名单位职工
及 3266 名新市民开户缴存到位袁为 716 名教育系统编外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曰做好人力资源尧劳务公司公积金建制工作袁11 家劳务派遣公司 1166 人建立了
住房公积金制度遥

惠民便民袁提质增效强服务

严格窗口管理袁落实服务规范遥 加强学习袁进一步增强窗口服务人员服务意
识袁提升服务水平袁打造射阳管理部野心服务.新速度冶金字招牌曰加强对服务大厅
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尧服务质量尧服务效率尧服务态度尧在岗情况日常监督遥

落实野三办冶举措袁提升服务品质遥野一网通办冶袁个人线上提取业务办理 27771
笔袁占总业务量 85.20%袁单位线上业务共计 37916 笔袁占总业务量 92.68%袁受理开
发商网厅贷款 167 笔曰野跨省通办冶袁设立跨省通办尧长三角一体化专窗袁办结住房
公积金异地缴存贷款 5 笔曰野一窗通办冶袁推进住房公积金业务一体化服务袁多项
公积金业务办理实现野一站通冶遥

用心为民维权袁展现服务担当遥 通过信访维权袁促成相关企业为 505 名职工
按规定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曰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尧射阳县园林绿化养护所将
少缴的公积金按规定进行补缴曰江苏德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尧上海宝松盐城重型
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对 2016 年以来欠缴的公积金进行补缴遥

筑牢防线袁突出重点防风险

严格制度执行袁确保业务安全遥 强化贷款管理袁做好异地缴存职工公积金贷
款信息核查和回访工作曰严格提取材料审核袁核查购房提取 2113 笔尧不动产登记
证明 253 份曰强化权证管理袁完成 2 家开发企业 138.55 万元保证金清退工作遥

压实责任措施袁筑牢安全防线遥 强化网络安全袁严格执行网络信息安全保密
规定曰开展业务工作回头看袁全年抽查业务档案 1460 笔袁无任何问题曰积极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袁扎实做好服务大厅测温尧扫码尧消毒等常态化防控工作遥

部门联动袁保障资金安全遥 投入使用不动产管理部门人证比对系统曰联合射
阳不动产和房产管理部门袁将提取回退作为退房撤销合同的前置条件袁18 笔购房
提取已全部退回曰用好业务系统协查功能袁校验职工婚姻尧社保等信息袁严厉打击
骗提骗贷违法行为遥

凝心聚力袁从严从实抓党建

夯实党建根基遥 严格执行野三会一课冶尧主题党日尧组织生活会等基本制度曰严
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袁召开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会议 3 次曰统筹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和建党百年庆祝活动袁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华中工委纪念馆开展主题红
色教育活动遥

廉政建设不放松遥 压实主体责任袁签订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曳曰做好廉洁自
律谈心谈话工作袁全年共开展谈心谈话 5 次袁廉政教育 5 次曰开展野510 警示教育
活动冶袁组织法纪知识测试袁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袁牢固树立野不想腐冶野不敢腐冶的
思想自觉遥

文明创建树新风遥 每月评选窗口服务之星袁不断提升窗口服务质量曰深入推
进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行动袁将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落到实处曰积极开展助
推野文明城市冶创建活动袁全年累计开展创文创卫活动 192 人次曰积极参加市中心
组织的野党史我来讲袁党课大家上冶党课展演活动遥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射阳管理部主任吴堂华率全体工作人员

热烈祝贺县人大十六届
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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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尧 房屋准备装修可以申请公积
金贷款吗钥 能贷到多少钱钥

房屋装修无法申请公积金贷款遥
根据 叶盐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细则曳
有关规定院住房公积金贷款是指以住
房公积金为资金来源袁向参加住房公
积金制度的职工发放的袁定向用于购
买尧建造尧翻建尧大修自住普通住房的
专项住房贷款遥

2尧配偶婚前购房袁办理的住房公
积金贷款袁另一方是否可以申请为共
同还款人袁一起归还贷款钥

公积金贷款主借款人是配偶的袁
可以添加袁另一方为共同还款人遥 被
添加人携带身份证尧公积金卡尧结婚
证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柜面办理遥

3尧提前结清公积金贷款袁有违约
金吗钥

提前结清公积金贷款没有违约
金遥

4尧偿还住房商业贷款渊或组合贷
款冤本息提取无法在线上办理袁是什
么原因钥

在线上途径办理的袁需要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后有至公积金中心柜面
维护过该笔住房贷款的信息才可以遥
渊贷款信息维护后五年内未办理过提
前还款的袁可在线上办理遥 如办理提
前还款袁月还款额有变动的袁需要至
柜面重新维护信息后在线上办理遥线

上办理偿还商贷提取的袁仅限主借款
人和夫妻关系办理遥 冤

5尧有购房贷款袁公积金能提取多
少钥

偿还住房贷款 渊含公积金贷款尧
组合贷款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冤本
息的袁职工及符合提取条件的家庭成
员累计提取额不得超过提取时实际
已还住房贷款本息总额遥住房贷款结
清后袁职工及符合提取条件的家庭成
员补提取的袁提取额还应不超过贷款
结清时当月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遥
提取人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应优先
保证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遥

6尧购买住房袁可以一次性把公积
金账户内的余额都提取出来吗钥

购买住房提取的袁职工及其符合
提取条件的家庭成员累计提取额度
不得超过实际发生的购房支出渊不含
各种税费等支出冤遥 职工共同购房的
按其所占房屋份额计算提取额上限遥
购房提取时袁不得超过票据开具日期
之时的公积金账户内余额渊票据开具
日期在购房合同尧协议规定房屋交付
日期之后的以房屋交付日期为准冤遥
职工购房除提取外还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袁其累计提取额加贷款额不
得超过实际发生的购建房支出遥 渊购
买住房应在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
住房公积金遥 冤

7尧 单位职工中有港澳台同胞或
外籍员工袁 需要为他们缴纳公积金
吗钥

是港澳台同胞的职工可以缴纳
公积金袁 外籍员工不可以缴纳公积
金遥 根据叶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细
则曳相关规定院本市单位在职职工包
含港澳台同胞的袁所在单位和个人可
以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遥在职职工
中不包含单位中的外籍员工遥

8尧单位有职工要退休了袁公积金
怎么处理钥

单位为该职工办理职工账户封
存手续即可遥职工符合退休提取条件
的袁可办理退休提取公积金业务遥 渊退
休提取后不可再开户缴纳公积金遥 冤

9尧 新市民缴纳住房公积金政策
中所称的新市民是指哪些人钥

是指盐城市域内袁在叶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曳 规定的缴存范围之外袁
年满 18 周岁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
年龄尧缴纳社会保险尧自愿缴存住房
公积金尧遵守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
城镇灵活就业人员遥

10尧新市民如何办理公积金缴纳
手续钥

淤线下办理院新市民凭本人身份

证尧 公积金受委托银行的有效借记
卡尧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办理个人住房
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遥 办理时袁须签
订叶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协议曳袁
确定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基数及
个人缴存额袁办理代扣缴款等相关业
务遥

于线上办理院新市民可通过野我
的盐城冶手机 APP尧江苏政务服务网尧
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尧
野盐城公积金冶 微信公众号自助开设
个人账户遥

11尧 新市民的缴存基数如何确
定钥 缴存比例又是多少钥

新市民的月缴存基数由本人根
据收入自行申报袁目前新市民缴存基
数下限不低于 3800 元袁 缴存基数不
高于 23000 元遥 新市民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为 10%遥

12尧新市民每月要汇缴的公积金
如何存入公积金账户内钥

新市民应采用代扣缴款方式袁每
月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遥代扣缴
款由公积金中心在每月 15-20 日向
新市民签约的银行账户发起扣款袁当
月未足额扣到的袁视为当月欠缴遥 新
市民上月欠缴的袁次月代扣缴款时应

补足上月欠缴额遥
13尧新市民缴纳的公积金有利息

吗钥
新市民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额

及政府补贴额均归个人所有袁自存入
个人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
率计息袁利息归新市民个人所有遥 公
积金中心每年 6 月 30 日将新市民住
房公积金利息计入新市民个人账户遥

14尧政府补贴政策会一直执行下
去吗钥

政府补贴政策执行期暂定 3 年遥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袁 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遥

15尧新市民缴纳的公积金可以提
取吗钥

新市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袁可凭
相关材料提取个人账户内存储余额院

淤购买尧建造尧翻建尧大修自住房
的曰

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曰
盂出境定居的曰
榆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的曰
虞在缴存地无房袁租房自住的曰
愚不再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曰
舆经管委会决定的其他情况遥
绎注院 依照第于盂愚项规定袁提

取新市民住房公积金的袁应当同时注
销个人账户遥依照第愚项规定办理销
户提取前袁应先办理终止叶自愿协议曳

手续遥 新市民个人账户内有原单位职
工账户转移金额的袁应同时满足职工
账户销户条件遥 新市民已办理住房公
积金贷款且未结清的袁只能提取住房
公积金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
息遥

16尧新市民缴纳的公积金可以申
请公积金贷款吗钥

新市民在盐城市行政区域范围
内购买尧建造尧翻建尧大修自住房袁符
合 叶盐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细则曳规
定的袁 可向公积金中心提出贷款申
请遥

新市民申请公积金贷款须同时
具备下列条件院

淤拥有公积金账户的借款人已
开户满半年且按时尧足额尧连续缴存
住房公积金 6 个月渊含冤以上遥

于具有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
同尧协议或经有关部门批准建修住房
的证明文件遥

盂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房屋总价
的 20%遥

榆借款人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曰无影响贷款
偿还能力的其他债务曰信用良好遥

虞借款人渊含家庭冤未使用过住
房公积金贷款遥

愚有公积金中心认可的担保方
式遥

公积金热点答疑

归集扩面再发力

强化宣传工作袁提高公积金政策的关注度与知晓率曰着力做好催建尧催缴
工作曰积极推进新市民建制工作曰加大行政执法力度袁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
益袁实现应建尽建尧应缴尽缴遥

服务水平再提升

持续推广线上业务平台袁进一步提升网上业务办理率曰进一步精简办理
手续袁减少审核环节袁压缩办理时限袁推动业务提速增效曰严格执行政策法规袁
规范业务流程遥

风险防控再加强

强化内部稽核审计袁开展业务检查和稽核审计曰强化资金管控袁加强房地
产开发企业合作项目准入的审查袁防范贷款市场风险曰强化打击骗提骗贷力
度袁持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遥

廉政建设再加强

压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落实领导班子野一岗双责冶曰打造廉洁阵地袁丰富
廉政教育形式袁警醒干部职工严守廉洁底线曰强化监督问效袁持续开展正风肃
纪活动遥

精彩’2021

踔厉’2022

2022 年袁管理部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尧省尧市重大决策和部署袁
进一步理清思路袁围绕年度目标任务袁攻坚克难袁开拓进取袁履职尽责袁积
极推进射阳住房公积金事业健康持续发展袁 为助力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尧多渠道保障尧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袁扩大职工住房消费尧解决居民住
房问题尧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2021 年袁在射阳县委尧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袁在市中心的正确领导下袁
射阳管理部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尧六中全会精神袁全面落实
中央尧省委尧市委和市中心决策部署袁紧紧围绕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袁统筹推
进野稳增长尧惠民生尧防风险尧促党建冶各项工作袁保证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
两手抓尧两手硬袁凝心聚力尧奋力攻坚袁全面推进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
展袁圆满完成市中心下达的目标任务遥 截至 12 月底袁新增开户单位 271 个袁
职工 13764 人袁正常缴存职工 56487 人曰归集住房公积金 80356 万元袁完成
年度计划的 111.61%曰提取住房公积金 63147 万元袁归集提取率 78.58%袁缴
存余额 167868 万元曰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354 笔 34106 万元袁 贷款余额
132092 万元袁个贷比率 78.64%袁无一笔逾期贷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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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前往华中工委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开展住房公积金单位网厅专题培训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张成中来射阳管理部调研
参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织的野党史我来讲袁党课大家上冶主题

党课展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