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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栏（72） 

一切为民者 则民向往之 

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为他们的支部书记生病了，一天

之内村民自发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病，村民们说“就

是讨饭也要救他”。当地就有一些干部不由地发出了“假如

我病倒了，会有多少村民来救我”这样的感慨！郑九万所做

的一切都体现在了村民的回报上，是老百姓心中那杆秤称出

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分量。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揭

示了“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

的分量就有多重”的丰富内涵。这就是我们树立郑九万这个

先进典型的意义所在。 

古人说：“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可以说，郑九

万这种“精神”体现的就是党的为民宗旨，郑九万这个“典

型”体现的就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郑九万这个“现象”体

现的就是人心向背的问题。 

“郑九万现象”说明，一个党员干部只要心里装着群众，

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群众

就惦记他、信任他、支持他；同样地，一个政党，只有顺民

意、得民心、为民谋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执政党，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

的关系就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

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会被历

史所淘汰。所以，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 

——摘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 



 

 － 4 － 

中心动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服务理念 

——市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莫植贵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铿锵有力的话语，市中心党总支书记、

主任莫植贵向与会党员精准解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党课现场 1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据中

心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结合调查研究，11 月 1 日，市中心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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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书记、主任莫植贵为全体党员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党课，题目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服务理念”。 

 

党课现场 2 

    莫书记的党课分为三个部分。他从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深入解读了初心和使命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初

心和使命激励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共产党员应该牢记干什么

怎么干，让与会党员深刻理解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及

要如何践行初心和使命；从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深入解读了以人民为中心是

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明确“我是谁、为

了谁、依靠谁”这个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让与会党员深刻领悟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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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以人民为中心是住房公积金管

理的根本遵循，带领与会党员进一步清晰理解住房公积金制

度建立的初心和使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性质、以人民为中

心是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发展方向。同时，从坚持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服务理念、坚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工作标准，“三个

坚持”让与会党员清楚明白如何更好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

管理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莫书记的党课思路清晰、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针对性

强，讲清了学习调研体会收获，讲实了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存在的差距和改进

工作的思路措施。与会党员纷纷表示，听完莫书记的党课受

益匪浅、深受启发，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思路和举措，提振了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服务理念，认真

做到“三个坚持”，以更大的新作为为我市住房公积金事业

高质量效益型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综合科  窦小磊） 

 

 

 

 



 

 － 7 － 

市中心举办党建工作培训班 

 

党建工作培训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提

高中心机关党建工作水平，11 月 1 日上午，市中心举办党建

工作培训班，邀请湛江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吴璇瑛同志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专

题培训。中心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培训。 

吴书记从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推动机关党的建设高

质量发展两大方面的内容开展培训，带领与会人员进一步深

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详细了解新时代党建工作

的总要求，明白正确使用党旗党徽和党员徽章，清楚机关党

建的地位作用和职责定位。吴书记还运用生动形象的例子通

俗易懂地讲解如何做好机关日常党务工作。与会党员及入党

积极分子一边认真听讲，一边详细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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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记的培训课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以理论结合实际，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课后，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综合能力水平，不忘初心使命，敢

于担当责任，抓好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机关党建工作水平，

为推动中心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市中心举办“德美湛江”主题教育讲座 

 

讲座现场 

为加强党员干部政德修养，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

部，2019 年 11 月 1 日上午，市中心举办“德美湛江”主题

教育讲座，邀请湛江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吴璇瑛同志作“加

强政德修养，引领社会风尚”专题讲座。中心全体党员及入

党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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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吴书记从什么是政

德、政德建设的重要性、领导干部的政德要重忠诚三大方面

展开授课，深刻分析了机关作风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全面

阐释了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的“七个有之”，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要对党绝对忠诚，严格做到“五个必须”，狠

抓“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把讲政德、立政德落到实

处。各位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仔细听讲，深刻反思，接受了

一场荡涤心灵的思想政治洗礼。 

吴书记的讲座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大家纷

纷表示要强化个人自身政德修养，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做

政治上的“坚定者”、理论上的“明白者”、工作上的“实

干者”、廉洁上的“自重者”，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争当社

会风尚的引领者。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市中心读书会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学习会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确保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11 月

1 日下午，市中心读书会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10 － 

主题教育学习会。市中心副主任詹燕芬主持学习，读书会全

体党员干部参加学习。 

 

读书会现场 

会议以交流分享的方式，谈谈个人在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过程中，感受最深、对工作最

有指导意义的章节内容、语段及词句，并就如何将学习成效

转化为动力推动工作落实畅谈了自身想法和计划。学习过程

中，大家热情高昂、踊跃发言，积极分享，并结合工作岗位

实际深入思考、精准谋划今后的工作思路，从谈体会说分享

中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解和感悟。学习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詹燕芬副主任对本次学习会议做了总结，指出这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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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思想碰撞的学习方式促进读书会党员干部主动学习、

深入思考，本次学习会达到了预期效果。最后，詹燕芬副主

任对继续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学习活动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

结合岗位职责认真学。党员干部要结合实际、结合工作认认

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学习。二是支部书记带头深入学。支部

书记要以上率先、做好示范，带领党员干部鼓足干劲，持续

深入学习。三是勤于思考带着问题学。党员干部学习过程中

要多思考、多总结、多实践，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市中心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按照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11

月 11 日下午，市中心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对调研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思路和解决

的办法进行总结交流，用调研的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并对抓好主题教育工作任务落实进行再部署。市委主题教育

第十指导组组长罗东玲等同志莅临指导，市中心班子成员、

各科室、办事处主要负责人、调研课题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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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中心班子成员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

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湛江市政府工作报

告工作部署，结合住房公积金实际，紧盯住房公积金工作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践行

“一线工作法”、“靠前服务制”和“服务回访制”，先后

多次深入办事服务大厅、业务承办银行、民私营企业等，采

取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摸实情、查问题、找对策，形成了

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的调研成果报告。 

会上，各班子成员分别就各自调研课题进行发言交流，

对当前党建工作、业务工作推进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进行深刻分析和思考，并提出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的对策建

议。市委主题教育第十指导组充分肯定了本次调研成果交流

会，认为市公积金中心的调研立足专业、主题鲜明，调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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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清晰，问题剖析透彻，建议对策贴合发展实际。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市中心党总支书记莫植贵总结讲话

中强调，一是坚持“紧密结合、深度融合”，始终聚焦问题

导向。要运用调研手段探索新时代住房公积金事业的发展路

径、解决瓶颈不足，凝聚各方的智慧力量为发展住房公积金

事业出谋献策；二要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始终聚

焦关键要素。要持续深化“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调研

工作的全过程，把调查研究融入到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方方面

面，充分发挥“头雁效应”，深入落实“一线工作法”、“靠

前服务制”，在一线工作中了解情况，在靠前服务中解决问

题，确保调查研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三是坚持“贯彻到

位、落实到位”，始终聚焦推动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上率下，

带头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努力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工作作风

的提档升级，转化为服务成效的根本转变，转化为干部队伍

的良好精神风貌，共同努力推动住房公积金事业取得新的更

大的发展。 

（综合科  柯彩容） 

 

 

学习先进经验 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为深入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

提升机关党建工作水平，进一步促进党建工作规范提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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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市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副调研员钟日富带领市公

积金中心党总支委员、各党支部书记、党务工作者等 10 多

名同志到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

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参观学习。 

 

在第四税务分局领导的带领下，大家首先参观了该局的

工会办公室、妇女之家、爱心妈妈屋、健身室、职工书屋、

职工饭堂、法治基地等，各室设施齐全、典雅别致，充分展

示了第四税务分局深厚的文化底蕴。随后，大家参观了第四

税务分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基地、廉政

教育长廊、党员之家等，并进行了座谈交流。会上，大家观

看了第四税务分局工作纪实片，该局领导简要介绍了党建工

作的基本情况、党建文化阵地建设的新思路新做法，双方就

如何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党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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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深入交流。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大家触动很深，第四税务分局的主

题教育、党建工作和工青妇工作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市

公积金中心将以这次参观学习为契机，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

设为核心，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为根本，不断探索党建工

作新方法，打造党建工作新亮点，开创住房公积金基层党建

工作新局面！ 

（综合科  柯彩容） 

 

 

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廖浩杰副主任

一行到市中心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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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廖浩杰副主任一

行 7 人到中心学习交流,中心副主任詹燕芬及相关科室人员

参加座谈。 

当天上午，廖浩杰副主任一行参观市中心二楼服务大

厅、职工图书阅览室、信息中心等。座谈会上，一起观看了

市中心发展专题片。随后，詹燕芬副主任介绍了湛江、市中

心管理工作基本情况，双方就党建工作、政务公开、信息化

建设等就进行了深入交流。下午，廖浩杰副主任一行到遂溪

办事处，深入了解办事处的业务开展、支部党建特色等，并

就办事处如何做好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促缴扩面方法、贷

款逾期管理工作等开展详细交流。 

 

通过交流，双方都表示今后将加强联系、增进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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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学习、取长补短，更好地汲取创新理念，拓宽工作思路，

实现共同提高、共同进步，为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综合科  柯彩容） 

 

清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黄新远副主任 

一行到市中心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学习交流 

 

11 月 6 日，清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黄新远副主任一

行 16 人到市中心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学习交流。 

黄新远副主任一行参观了市中心服务大厅、党员活动

室、图书阅览室等，现场了解中心各业务办理情况、单位建

设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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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举行业务工作座谈会，市中心钟日富副调研员、张

振勇副主任、詹燕芬副主任、各科室及部分办事处负责人参

加了座谈会。会上，一起认真观看了市中心发展专题片，就

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稽核执法及信息化建设等情况进行

交流，随后，黄新远副主任一行深入各业务科室，就如何更

好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工作进行了一对一的学习交流。 

（综合科  柯彩容）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侯运通主任一

行到市中心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学习交流 

11 月 7 日，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侯运通主任等一

行 4 人到市中心进行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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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举行业务工作座谈会，市中心钟日富副调研员及各

科室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一起认真观看了市中心发

展专题片，双方就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运行模式、便民

为民惠民服务先进经验和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中常见处理

等情况进行详细的交流学习。 

 

侯运通主任一行还参观了市中心服务大厅、党员活动

室、图书阅览室、信息中心等，现场了解中心各业务办理情

况、单位文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情况。 

（综合科  柯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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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书记李朝云一

行到我市中心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学习交流 

 

11 月 11 日，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书记李朝

云一行 6 人来我中心交流学习，市中心主任莫植贵、副主任

詹燕芬以及科室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交流。 

 

会上，大家一起观看了市中心发展专题片。市中心主任

莫植贵向李朝云书记一行介绍了湛江及湛江市中心管理服

务工作和业务发展情况。随后，双方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就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延伸、信息化

服务“放管服”改革、归集和贷款业务标准流程、行政处罚

裁量标准和流程、优质服务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李朝云书记一行还参观市中心二楼服务大厅、职工书

屋、党员活动室、信息中心等，实地了解中心各业务办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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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单位文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情况。 

（综合科  柯彩容） 

 

 

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 

唐仕洪一行到市中心学习交流 

 

11 月 13 日，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仕洪

一行 10 人来市中心进行交流学习。市中心副主任詹燕芬、

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上，大家一起观看市中心发展服务专题片，分享“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经验。随后双方就住房公

积金会计核算及资金使用、信息化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

面展开了探讨和交流。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行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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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了中心二楼服务大厅、信息中心、党员活动室、职工图书

室，现场了解业务办理流程和新系统设备操作，并与前台工

作人员进行一对一交流经验。 

（综合科  柯彩容） 

 
 

 

业务动态 

 

贷款科党员志愿者走进楼盘 

开展贷款业务培训 

 

为切实提高新开发楼盘工作人员的住房公积金业务能

力，结合市中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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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市中心贷款科党员志

愿者主动将服务延伸到楼盘，11 月 12 日晚上，贷款科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利用休息时间为时代誉峰花园楼盘的销售人

员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培训会，共培训工作人员 20人。 

 培训会上，贷款科党员志愿者对贷款的申请条件、办理

流程、贷款年限、贷款额度计算以及在贷款办理中常见的问

题等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结合新一代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

统服务平台，给销售人员介绍如何使用市中心的微信公众

号、手机 APP以及个人网厅查询缴存人相关个人账户信息，

从而更好更快地根据缴存人的个人信息计算出可贷款额度。

同时点明了楼盘工作人员在指导购房职工办理公积金贷款

业务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贷款科党员志愿者主动送政策上门，进一步使楼盘工作

人员熟悉掌握住房公积金政策业务知识，指导职工整理齐全

办理业务的相关资料，有效引导群众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切实提高了群众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效率。 

（贷款科 陈丽琼） 

                           

 

加强公积金宣传，助推缴存扩面 

为贯彻落实市中心工作部署，推进住房公积金政策普惠

工作。11 月 8日下午，吴川办事处促缴扩面小组到吴川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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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实验学校开展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和动员工作，督促其尽

快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办理开户和缴存登记。 

 

吴川办事处促缴扩面小组以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为重点突

破目标，本次促缴扩面工作锁定吴川市鉴江实验中学为目

标，通过与学校负责人进行政策的讲解，重点宣传住房公积

金的强制性和提取使用政策，特别是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比较

优势等。同时，根据吴川市鉴江实验中学所处的地理位置，

举例吴川市第一中学的公积金缴存情况，以行业促缴作为推

动力，更加有力说服学校负责人，并认真听取学校对住房公

积金政策和使用的疑问，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政策普惠工

作推进的难点、堵点，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吴川办事处紧紧围绕市中心主题教育的工作部署，紧扣



 

 － 25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总要求，以学习成果

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 

（吴川办事处  陈月芳） 

 

 

服务零距离 便民更温暖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践行“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要求,11 月 13 日,吴川办事

处党员志愿者吴川市长岐镇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李水建

房提取进行建房实地调研指导和住房公积金政策宣讲，以实

际行动为民办实事、做好事。 

李水建房地址位于吴川市长岐镇村委会东边塘村，为方

便群众办事，吴川办事处志愿者主动上门送政策，现场指导

办理提取业务。同时，为职工和周边群众作住房公积金政策

宣讲，详细解答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和提取的相关政策，让

群众更多了解什么是住房公积金，为什么要缴存住房公积

金，缴存住房公积金对人们生活上有什么保障和帮助，让群

众对住房公积金政策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极大提高他们对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积极性。 

通过这次上门服务,大大增强了志愿者的奉献意识和服

务意识,拉近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把“最多只跑一次”

和“零跑腿”作为对自己日常工作的要求，用多种方式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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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吴川办事处  林艳) 

 

 

 

习作园地 

 
初心 

     

走多远，也要记得来时的路，为什么要出发。近段时间，

“不忘初心”几字出现在大家的日常话题和工作上比较频

繁。对于“初心”的理解，就是做某件事的初衷、最初的原

因。初心是一开始最单纯的想法，是前进的目标，指明着道

路怎么走，决定着人生的成败。 

提到初心，我脑海里会闪现出自己喜欢的一首歌--《稻

香》。喜欢也是有缘故的，貌似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2008

年出版到现在，时间车轮已驶过 11 个年头，初中一开始听，

就觉得很好听，所以就一直听；工作后也会听，还是觉得好

听，还写满了读书时的美好回忆，所以还在听。即使时间荏

苒，听的味道还是一样，只是对其中的感悟不同罢了。歌曲

旋律轻快、温馨，歌词讲述着励志的故事，容易让人思维跟

着节奏走，带着感情在行走，听着听着，会找到最初的感觉。 

    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工作生活难吗？可

不能简单的用难或者不难来回答。殊不知，天下事有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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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修建万里

长城，建好港珠澳大桥，难不难？每天坚持起床喝一杯温开

水，每个月坚持看一本书，难不难？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最初

为什么要选择去做、去开始，要是时间久一点没有实现目标，

或者跌倒了一下，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了，这样会不会显得很

脆弱堕落。初生牛犊不怕虎。新生儿面对世界，他的眼睛是

很雪亮的，充满了对世间万物的好奇，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渴

望成长、求知欲的内在力量，勇敢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我们是不是应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童年给 

人最真实的感觉就是容易知足，对世界没有抱怨。记忆中，

经常在海里河边玩水抓鱼，玩泥巴，捕蜻蜓，掏鸟窝，烤地

瓜，摘水果......快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后来，随着

年龄的增长，接触世界形形色色的东西后，想要的东西会越

来越多，忘却了那份童心和简单纯粹，容易变得浮躁，甚至

有些人为了追求名利而去抱怨、不惜代价。试想，是现在拥

有的不够好不够多，还是想要的更好更多。何不知足常乐，

珍惜生活中的点滴，怀着感恩宽容的心去对待世界。 

笑一个吧！汪国真曾说：“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

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打开尘封

的门窗，让阳光雨露洒遍每个角落，走向生命的原野，让风

儿熨平前额”。读完这句话，我的想法是，生活一开始应该

是快乐的，要及时行乐，即使是生活欺骗了你，也不应愁眉

苦脸的面对生活，这样可能会越难过。与其沉寂在“只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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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千头万绪中，不如有“问君能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明朗豁达。赶路累了，

就歇歇脚，回到家的城堡；追不到的梦想，换个不就得了，

越是纯真简单，越是快乐幸福。其实，最富有的生活，就是

健康快乐的活着。或许就如歌曲所说的那样，功成名就不是

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 

    初心难得，初心可贵。你是否还清楚的记得，当初为何

要出发？请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守住那份初心！ 

（遂溪办事处  梁振庭） 

 

 

 

简讯 

●根据我中心与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2019

年 10 月，稽核执法室向律所移交贷款逾期 3 期（含）以上

人员名单 27 人，由律所发律师函进行催收。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19 年 10 月，全市共调查疑似住房公积金骗提套取

件 1 件，涉及金额 7.7万元。 

（稽核执法室  梁颖） 

 

●截至 2019 年 11 月，协助异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调

查疑似住房公积金骗提件 5件，协助异地公安部门查询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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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提件 5 件。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19 年 11 月，综合服务平台各渠道业务总量达

278428。其中，12329 热线办理量 1373，12329 短信办理量

4517，门户网站办理量 327，网上大厅办理量 28590，自助

终端办理量 2276，手机Ａpp办理量 23443，官方微信办理量

185605，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10条。 

（信息中心  何进军） 

 

●2019 年 11月，廉江办事处受理住房公积金提取 8193

人次，共 2801.77万元。其中，为 48人办理预提交首付 266.59

万元。用于住房消费提取占比 74.72%。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2019 年 11月，廉江办事处归集金额 46653.39 万元。

其中，为 8 个单位共位 11 职工成功开户缴存，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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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廉江办事处现场调查开发楼盘 3 次，

受理新增楼栋 3幢，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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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户，1039 万元。 

(廉江办事处  王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