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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栏（68） 

 

认真实施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涉及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广大

群众的根本利益。子女健康成长成才，是许多家长的最大心

愿。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消极方面，给未成年人健康成才带来

一些负面影响；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中传播的一些腐朽

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不良作用；党

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假

冒伪劣、欺诈偷盗、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

直接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一些社会消极因素甚至诱发

青少年违法犯罪。对此，为人父母者忧心忡忡，广大干部群

众呼声强烈。所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也

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

质要求的具体体现。我们一定要把这项民心工程办实，把这

项德政工程抓好，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 

——摘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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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局局长麦建丰

到市中心调研指导工作 

 

 

  9 月 3 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局局长麦建丰到

市中心调研指导工作。 

在市中心领导班子的陪同下，麦建丰副部长走访各科

室，实地查看中心服务大厅，参观中心图书阅览室、党员活

动室等。随即，在中心图书阅览室进行工作座谈。市中心莫

植贵主任简要汇报了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情况。麦建丰

副部长充分肯定了市中心在党建工作、服务优化、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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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特别是今年获得了第九届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同时，还深入了解市中心在机构改

革、机构设置工作中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等问题，并一

一给予了回应。 

（综合科  窦小磊） 

 

 

 

中秋送温暖  关怀暖人心 

——市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莫植贵到精准扶贫麻弄村开展

中秋慰问活动 

 

中秋佳节将至，为让精准扶贫麻弄村贫困户过上一个欢



 

 － 5 － 

乐祥和的节日，2019 年 9 月 4日上午，市中心党总支书记、

主任莫植贵、建设银行湛江市分行行长石仁苍一行到精准扶

贫南三镇麻弄村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为贫困户送上中秋月

饼、花生油、大米等慰问物品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在走访慰问贫困户过程中，市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莫

植贵与贫困户深入交谈，了解贫困户近期的身体状况、家庭

生活情况及扶贫政策落实等情况，鼓励贫困户保持乐观向上

的生活态度，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共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

的康庄大道。 

（综合科  柯彩容） 

 

业务动态 

 

深入群众，解惑答疑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扩大住房公积金的政策知晓度

让缴存职工感受到住房公积金服务温度，近日，市中心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深入企业，走进厂区，在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举行了一场住房公积金政策答疑会。 

会上，市中心贷款科科长吴剑、提取管理室负责人黄韧

首先进行贷款业务和提取业务政策宣讲，详细地向职工讲解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政策。随后，与企业职工面对面交流互动，

就职工提出的公积金提取、贷款等热点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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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为职工进行解惑答疑，职工不出厂区就能清晰了解住

房公积金的贷款及提取等使用政策，指导职工更好地利用住

房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 

 

市中心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送政策上门，将住房公积金相

关政策送到生产一线的贴心服务，职工可以清晰知道住房公

积金的提取、贷款的条件和所需资料，办理业务时更简便快

捷，实现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最多跑一次”，获得了该公

司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 

（提取管理室  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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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心系患病党员   慰问温暖人心 

 

 

9 月 12 日上午，受市中心工会委托，廉江办事处副主任

陈华梅一行前去看望患病退休的困难老党员谢林云，送上慰

问物品和组织的关怀。  

陈华梅副主任转达了市中心主要领导对老党员谢林云

同志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关切询问了他的治疗情况和身

体状况，了解现在生活存在的困难，并关心他要耐心配合做

好康复治疗，保持乐观的心态，争取早日康复。市中心工会

的关心让谢林云同志及其家人真切地感受到无比的温暖，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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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云家人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一直以来的关怀和帮助，表示

将会一如既往帮助谢林云同志配合治疗，尽快恢复身体。 

慰问患病老党员传递着市中心工会对干部职工的关怀，

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心上下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

提高了大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廉江办事处   莫洁瑜） 

 

 

廉江办事处召开湛江市委十一届八次 

全会精神学习会议 

 
近日，廉江办事处召开湛江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学

习会议。会议由廉江办事处党支部书记郑建鹏主持，全体党

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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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第一议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随后深入学习贯彻湛江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湛江市委

十一届八次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举全市之力对接服务好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和推进与海南相向而行，奋力开创湛江振兴发展新

局面，以优异的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湛江市委十一届

八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委全会精神上来，主动融入湛江“建设省域副

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工作大局，

助力我市住房公积金事业效益型高质量发展。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廉江办事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 

 

9 月 3 日下午，廉江办事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会议由廉江办事处党支部书记郑建鹏

主持，全体党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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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命”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

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会议精神

以及《湛江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做先学

先改”工作计划》的通知。 

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也是当前的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全体党员干部要把抓好主题教育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就如何推进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做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对

主题教育重大意义的认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入推进主题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二要增强行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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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在主题教育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主题教育工作中去；三要有

效抓好落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推进主题教育的工

作部署和要求，聚焦目标任务，推动主题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四要边做边查边整改。始终坚持真理、修改错误，全面深入

查找问题，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高质量推进我市主题

教育工作。    

最后，郑建鹏书记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继续保持闻鸡

起舞的奋斗姿态和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

得新进步、开创新局面，在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中做出廉江办事处应有的努力和担当。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习作园地 

 

工作感言 
 

不知不觉间，进入湛江公积金管理中心廉江办事处工作

已有一个月，在这期间，我重点学习的是公积金提取方面的

业务，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收获良多，于此同时也发现

了自己许许多多的不足之处，以下是我这一个月来的所感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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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自我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认为提取业务是属于原则性、

政策性比较强的业务类型，这就要求我们业务人员要熟练掌

握政策走向，以及各种提取类型的所需资料和满足条件。但

是由于前期没做足功课，我对政策还不够熟悉，这导致了业

务效率低、服务质量大打折扣，同时我还存在粗心的毛病，

检查审核客户提供的资料没能做到细心全面，为客户解答疑

问的时候也不够仔细周全。第一个星期我主要是观察工作经

验丰富的同事是如何去操作系统、如何为客户解答疑问，通

过反复阅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指南》、浏览湛江公积金

管理中心网站了解政策走向和业务流程，慢慢建立起提取业

务的基本框架。第二个星期开始办业务，亲自去操作一些简

单基础的业务，逐渐由浅入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去完善框

架的细枝末节。在学习过程中，幸得同事的悉心教导，耐心

讲解，这让我对提取业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负责指导我的

同事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需要注意的政策要求，

也耐心地指出我做得不好的地方，督促我去改正，教导我与

客户沟通的必备技巧，如何去引导客户说明自己的情况问

题，并针对他们的情况作出合理的解答。在这一个月里办事

处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对我关怀有加，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办事处工作氛围热烈，同事们相处融洽，能成为其中一员，

这让我感到非常幸运 。 

二、提高服务质量，塑造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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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工作是直接面对广大群众的，如何为群众提供优质

的服务是我们这些窗口工作人员应该时常思考的问题。虽然

我目前仍处于试用期还不能称得上是单位正式的员工，但是

此时我的一言一行，无不代表着单位向群众展示的形象，因

此，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会努力完善自我，做一名称职

的工作人员，不辜负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期望。首先我要自

觉加强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了解熟悉政策法规，提高自

我业务能力，其次要注意说话的语速、语气，放慢速度，耐

心仔细的为前来咨询的人员进行解答，最后要克服自己年轻

毛躁的毛病，提高自身悟性，踏踏实实的工作。 

三、严格要求自己，多进行反思与总结 

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工作，我逐渐熟悉了公积金提取的

业务标准，对我市住房公积金的各方面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里，有不懂的难点，要虚心地向有

经验的同事请教，只有这样，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才得以不断

地提高。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对新

政策、新知识都要认真学习，做好笔记，勤于总结，能够对

来咨询的职工作出准确的解释，让每一个来咨询的职工都能

得到满意的答复；做到负责严格核对资料，让每位符合条件

的职工都能顺利取走公积金，对不符合提取条件的职工作出

耐心明确的解释，不让他们跑怨路、说怨言，为树立窗口优

质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廉江办事处  林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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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罗小黑战记》有感 
 

南粤大地迎来了微风徐徐的九月，整个世界像是笼罩着

黄金色彩一样斑斓。整个人在早上是清凉，在午间是温暖的，

在黄昏是惬意，在晚间是舒适。 

一部《罗小黑战记》的广告宣传片，就这样吸引了我。

我停住了，并且抽时间去观看了，在观看完《龙猫》之后，

这是我看的第二部动漫片。我一样的深有体会。 

小黑是一个孩子，住在隔离人类世界、充满温暖的大森

林里，不他不知善恶，黑白分明。自从他的世界遭到了人类

的砍伐，他被流落到了陌生的人类世界，他有些不知所措，

有些充满好奇。他遇到了两个改变他的人，一个是从混混棒

子下救他而且给予他家的风息，一个是站在风息对立面的抓

了他并且带他回会馆的无限。风息说话温暖带着笑容，对小

黑说，这是你的家，与他分享美食，安置暖和的床铺，流落

的小黑感动了，泪眶闪晶晶的入睡了。小黑相信风息，觉得

风息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是好人。 

无限不狠话不多事做事很利索的人，追捕风息。小黑不

喜欢无限，觉得无限是坏人。在被逼带走去会馆的回程中，

小黑想尽所有办法逃走，奈何力量有限，总是失败。无限在

这回程中，教会了小黑很多东西，比如本领，比如善恶。 

先入为主的力量很强大，有时候我们需要摒弃偏见，不

被偏见左右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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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自己看到的经历的不一定是事实的本质，看事情

不能单方面的去思考，要多个角度去考虑。 

自己永远比自己想象的还强大，所以在面对阻碍的时

候，别轻言放弃。战胜自己就是最大的进步。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简讯 

●2019 年 9 月，综合服务平台各渠道业务总量达

269749。其中，12329 热线办理量 715，12329 短信办理量

4662，门户网站办理量 458，网上大厅办理量 30667，自助

终端办理量 2630，手机Ａpp办理量 26700，官方微信办理量

203908，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9条。 

（信息中心  何进军） 

 

●2019 年 9月，廉江办事处现场调查开发楼盘 2次，受

理新增楼栋 3幢，与 2 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住房公积金

贷款合作协议》；共发放贷款 34户，993万元。 

（廉江办事处  王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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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廉江办事处归集金额 4,760.49 万元。

其中，为 5 个单位共位 23 职工成功开户缴存，为 6 位职工

成功办理个人账户异地转入。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2019 年 9 月，廉江办事处受理住房公积金提取 8025

人次，共 2913.59万元。其中，为 53人办理预提交首付 393.1

万元。用于住房消费提取占比 69.52%。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