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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栏（75） 
 

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

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

‚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可以说，

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

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

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

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

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

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

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

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

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

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

念。以上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

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

谐的过程。把这‚两座山‛的道理延伸到统筹城乡和区域的

协调发展上，还启示我们，工业化不是到处都办工业，应当

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这

‚两座山‛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

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体现出不同地方发展导向的不同、

生产力布局的不同、政绩考核的不同、财政政策的不同。 

——摘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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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市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邓世亮到驻市行政服

务中心提取窗口指导工作 

年末岁初，为扎实做好住房公积金服务工作，提升服务

效能，促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工作持续高效规范开展，1

月 13 日，邓世亮同志到驻市行政服务中心提取窗口指导工

作。 

 

在提取窗口服务前台，邓世亮同志认真了解了我市新一

代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上线后提取业务办理情况，全面了解

各项业务的办理流程、办理资料、日均办理量等。随后，邓

世亮同志与前台工作人员就如何进一步优化提取业务、提高

服务方式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综合科  柯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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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邓世亮 

深入办事处开展工作调研 

为全面做好 2020 年住房公积金管理和服务工作，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强健党建肌体、激

发工作活力，深入践行好‚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活动，

近日，市公积金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邓世亮带队，副调研员

钟日富、副主任张振勇、詹燕芬、程元好等同志一行深入到

各办事处开展工作调研。 

在各办事处，邓世亮同志一行查看了服务办事大厅、党

员活动室等建设情况，认真听取了办事处 2019 年来工作汇

报，全面了解各办事处在党建工作、住房公积金业务工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等情况。 

随后，邓世亮同志一行与各办事处负责人、前台一线工

作人进行座谈。会上，结合各办事处工作实际，大家就办事

处的党支部建设、业务工作开展、服务效能提升等进行深入

交流。邓世亮同志强调，要做好人民服务的工作，就要巩固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成效，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永恒的学习课题，增强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意识，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要严格按照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积极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扎实开展党支部

规范提质、达标创优创建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状态、有激情、敢担当、出实效，认真开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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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住房公积金业务工作、党员志愿者服务等，优化办事流

程、提升服务效能，更好服务广大缴存职工、服务单位。 

 

 

在吴川办事处服务大厅了解业务开展情况 

 

 

在廉江办事处指导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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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遂溪办事处服务大厅与前台工作人员交流 

 

 

 

在徐闻办事处服务大厅了解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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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州办事处查看党员活动阵地建设情况 

（综合科 柯彩容） 

 

 

市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邓世亮到住房公积金

业务承办银行开展工作调研 

为做好住房公积金管理和服务工作，谋划 2020 年住房

公积金工作新发展，加强与各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沟通

交流，更好服务广大缴存职工，实现各项工作稳步、高质量

推进。近日，邓世亮同志一行深入到各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

银行进行工作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每到一家业务承办银行服务前台，邓世

亮同志一行深入到住房公积金业务前台，认真了解住房公积

金业务办理柜台设置情况、业务办理流程、业务办事情况等。

期间，邓世亮同志与前台一线工作人员、办事群众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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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交流，聆听他们对于住房公积金服务的需求，了解现阶段

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情况、服务效能。 

随后，邓世亮一行与银行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交流，

就住房公积金业务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听取对于做好住房公

积金业务工作意见，了解现阶段管理和服务存在的问题，并

对存在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综合科 柯彩容） 

 

 

市中心参加广东省市直机关第七届“先锋

杯”工作技能大赛展示会 

 

 
作品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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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读 

    2020年 1 月 8 日，市中心在广东电视台参加由中共广东

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办公室、广东省总工会、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妇女

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广东省市直机关第七届‚先锋杯‛工作

技能大赛展示会》，展示参赛作品《用好‚四张画像‛，打

造群众心中期盼的模范机关》。此次展示会一共 7 个作品，

市中心是湛江市唯一入选展示会的团队。市中心参赛作品被

评为‚广东省市直机关第七届‘先锋杯’工作技能大赛优秀

作品奖‛。 

    市中心展示队伍紧扣作品主题，紧贴工作实际，运用丰

富的展演形式、生动的案例故事、科学的数据解读，展现了

市中心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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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群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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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作为工作标准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展现了湛江市党政机关

广大干部的良好形象，得到充分肯定和赞许。 

    从 2019 年 4 月开始，市中心高度重视工作技能大赛，

组建参赛团队，选取作品主题，撰写作品文稿，编排表演内

容等等，仅作品文稿修改超 15 次。日夜兼程的刻苦排练，

精益求精的修改完善，展示团队充分展现了住房公积金人实

干干实出实效的精气神。 

（综合科 窦小磊） 

 

业务动态 

 

为民办实事获称赞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受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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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缴存职工，市中心贷款科坚持主动服务，

利用休息时间开展预约服务，切实为缴存职工提供优质高效

的服务。1 月 12日，正值周日，贷款科联同建行贷款工作人

员在市中心二楼服务大厅为购买中科苑楼盘的 40 名职工预

约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中科苑楼盘是中石化、中科炼化、东兴炼油厂等企业为

职工新建的生活基地。得悉这些职工工作忙碌，工作日内难

以请假办理业务，贷款科与承办中科苑楼盘住房公积金贷款

业务的银行加强沟通，达成共识，放弃休息，利用周日为购

买中科苑楼盘的职工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理一条龙的服

务。当日，贷款科党员志愿者在现场指导贷款职工填写相关

表格，完成贷款资料初审，协助银行人员受理职工贷款业务，

使贷款职工在较短的时间内办好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及抵

押业务，前来办事群众对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日提供高效

优质的服务表示高度的称赞。 

（贷款科  陈丽琼） 

 

 

深入楼盘 走访调研 

 

为巩固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

践行好‚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活动，1 月 2 日上午，

吴川办事处主任黎建坤带领调研小组深入吴川市碧桂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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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盛世楼盘开展调研工作。调研过程中，黎建坤同志深入了

解楼盘开盘情况，认真听取楼盘对公积金工作的需求和建

议，并积极宣传住房公积金的保障政策。 

 

调研结束后，吴川办事处接着召开业务研讨会。会议强

调，各职工要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通过充分了解合作

楼盘的项目状况、运营情况、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工作及群

众需求，提升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效能，充分发挥住房公积

金的保障作用，让住房公积金政策惠及千家万户。 

（吴川办事处 黄韵诗） 

 

 

政策宣传进楼盘 

 

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公积金贷款服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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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 月 3 日下午，吴川办事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吴川

市裕达豪庭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培训活动。 

 

培训会上，工作人员对公积金贷款申请相关资料、贷款

额度计算及贷款准入条件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随

后，与现场人员进行互动交流，解答销售人员的疑难问题。

在场的销售人员纷纷踊跃发言，气氛热烈。 

此次培训会加强了住房公积金中心与楼盘销售人员之间

的联系和沟通，让销售人员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为下一步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

础。 

（吴川办事处  黄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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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群众 主动作为 

 ‚十分感谢！真的十分感谢你们跑了几十公里的路程、

亲自上门为我们办理这笔公积金的提取，我们真的急需这笔

钱去治病･･････。‛退休职工黄康寅的妻子连声向上门办理

住房公积金业务的工作人员道谢。退休职工黄康寅因行动不

便无法亲自到住房公积金窗口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吴川办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了解其情况后，随即开展上门服务，主动

及时为其解决燃眉之急。         

 

吴川办事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多年来一直坚持以人为

本，突出优质服务，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坚持开

展上门服务，面对行动不便、身患疾病的特殊群体，用‚自

己跑‛代替‚群众跑‛，真正将 ‚零跑腿‛的便民服务方

式落实到位，让住房公积金的服务做到有温度、更人性化，

切实增强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吴川办事处  黄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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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显真情 

1 月 8 日上午，吴川办事处接待一名退休职工的妻子李

女士。据李女士介绍，她的丈夫张先生因身患疾病长期卧床

不起，无法亲自到公积金业务窗口办理退休提取业务。了解

实际情况后，吴川办事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随即派出两名党

员携带相关业务资料前往张先生的住所，为其办理退休提取

业务，张先生的公积金即时到账，快速高效的上门服务让夫

妻二人备受感动。 

 

一直以来，吴川办事处坚持贯彻落实市中心部署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真正将上门服务、延时服务

等一系列暖心举措落到实处，不断擦亮住房公积金服务品

牌。 

（吴川办事处  黄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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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廉江办事处召开 2019 年年度考核工作大会 

根据市中心《关于做好 2019 年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湛公积金通〔2019〕37 号）部署和要求，1 月 13 日下午，

廉江办事处召开 2019年年度考核工作大会。会议由廉江办

事处主任郑建鹏主持，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会上，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个人年度总结，汇报 2019 年

的工作成效，总结成功经验和反思不足之处，明确今后努力

的方向。 

郑建鹏同志充分肯定各位干部职工在过去一年的努力，

并勉励大家要继续保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

工作方法，戒骄戒躁，争取再创佳绩。随后，会议进行无记

名民主测评，全体人员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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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对测评对象进行独立打分测评。测评过程大家秉持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测评结果严肃有效。 

会议充分发挥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达到整体

提升、整体推进的效果，并有效促进了廉江办事处建设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为推动廉江市住房公积金事业健

康高效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习作园地 

 

不负韶华，只争朝夕 

          时间像流水 

              匆匆地流过 

              不声不响 

              你若不认真记录 

              是没办法 

              抓住的 

              你曾说 

              在最适合的年纪 

              做合适的事情 

              似懂非懂 

              一半理解 



 

 － 18 － 

              一半模糊 

              然而 

              太阳升起的时候 

              心也跟着梦想的方向奔去 

 

              梦想 

              在遥远的地方 

              在近在咫尺 

              燃烧着的激情和青春 

              在怒叫 

              在呼喊 

 

              唯有 

              不负韶华 

              只争朝夕 

              以梦为马 

              向前奔去 

（综合科   窦小磊） 

 

 

等春天 

阳光灿烂，也很温柔，打在身上，懒懒、暖暖。 

大葱走回客厅，‚砰‛的一声，玻璃门有点被粗鲁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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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大葱在家的第二十七天。这段日子以来，每次下楼

扔垃圾成为他最开心的时光，他从来没有想过，扔垃圾这件

小事现在写在他日常生活头等重要的大事，每次拎着垃圾

袋，一步一步往楼下走的时候，他的感觉自己的脚步特别轻

盈，虽然住在十六楼，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步行，一来是为了

保证安全，二来是为了可以多在外面待会。 

阳光很好，他刮了胡子，穿好衣服，梳了头发，戴上口

罩，这一连串的动作，他做得很仔细，也很郑重。他站在厨

房门口，想了一会，蹲下来认认真真把垃圾袋绑了个蝴蝶结，

仿佛拎着各宝贝似的，小燕子一般出门了。站在单元楼门口，

看着阳光射下来，门前这棵树木他依旧叫不出名，看着树杈

上长出的新芽，枫叶红一般的颜色，‚原来这种树的树芽是

这种颜色‛，他内心里泛起一丝感叹，自己住在这里十二年

了，家门口的这棵树的树芽，此刻他才发现它的颜色如此的

热情，生命之始，便是火红火红的，经历日晒、雨淋、风吹、

霜降……它越发翠绿，苍翠的颜色呈现出生命的厚重，还有

神圣。 

转头，他迈进门口，往楼梯的方向走去，一人正从里面

出来，透过厚厚的镜片，那人眼尾似是一丝笑意，有点像外

面的阳光，大葱不由得回以点头。回到家里，小女儿向他飞

奔过来，手里拿着一幅画‚爸爸，你看我的新作品！‛，大

葱定住，一棵苍劲的大树，褐色的树杈上，点点的树芽开始

绽放生命，阳光射下来，为这生命点缀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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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棒！‛，大葱一手抱起小女儿，一手拿着画向阳台

走去。电视台里传出女主持人明亮向上的声音，大葱心里想，

赶明，春天好起来了，带上家人去那个满是热干面的城市看

樱花。 

（综合科 柯彩容） 

 

 

《一本书读懂唐朝》的读后感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

个王朝。它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中国封建

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它的高度文明影响了日本、朝鲜等

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现

今中国人及所居住的地方，外国人都称之为唐人与唐人街。

‚唐朝‛，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名字，因我最近

读了《一本书读懂唐朝》，忍不住分享一下： 

唐朝从唐高祖李渊至唐玄宗李隆基历时 290年，经历了

22 位皇帝，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其盛时

疆域东至安东府（今朝鲜平壤），西至安西府（今新疆库车），

南至日南郡（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今蒙古哈拉和林）。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陷于吐蕃，至大中（847-860）、

咸通（860-874）始复；拥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两个盛唐气象；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

天；是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发展

过程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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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

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花似锦。唐朝后期，

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

基础。在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

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越西汉

‚文景之治‛。在文化上，诗、书、画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

涌现，其中包括‚初唐四杰‛、‚田园山水派‛的代表王维、

素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等。此外，还有今人熟

知的‚画圣‛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

唐朝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唐帝国是最重要、最强盛且历时

最长的国家之一。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争相与唐

朝交往。当时，唐国都长安城内随处可见来自各国的遣唐使

和商人，唐朝也有很多人终身致力于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最

著名的的有鉴真东渡日本和玄奘西游印度，他们不尽为唐朝

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文化，更为西方各国送去

了唐朝最先进的农耕技术、建筑技术和治国之道，使中国成

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

挥了显著作用。 

其次，唐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朝向后朝发生转折

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

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

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各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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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

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

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朝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

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宋代的‚二税‛、明

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

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的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

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宋代‚古文运动‛

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

白话文运动的前夕。由此可见，从唐中叶开始到北宋建立，

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许多新事物都萌

发于唐代。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

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

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朝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

‚强汉盛唐‛，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

革开了先河。唐朝，毋庸置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

伟大时代！ 

今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

量正爆发出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唐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灿烂、丰富的历史素材，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

细读、品味、思考、感悟...... 

（稽核执法室  黄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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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平凡的世界》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背景，以主人公孙少

平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作者将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

盾、农民生活的艰辛和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惯

细腻地描绘出来，再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

面貌。读完这本书，让我对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

思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凡的，但如果我们能保持一种积

极、昂扬的态度，仍然能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激情澎湃的人

生。 

青年当如孙少平，直面生活追逐理想。孙少平出身农家，

十年文革基本打散了他受教育的整个过程，尤其是高中阶段

几乎没有正经地上过课。然而，他的自我教育为自己塑造了

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书籍给他提供了一切奋斗的力量，

这是一种反抗与挣扎，带着青年人的锐气。作者在孙少平的

身上设置了很多人生障碍，最苦难的学校生活、最繁重的体

力劳动、最痛苦的精神挣扎、最熬煎的家庭负担，但在他的

身上几乎没有表现出向生活屈服的念头和行为，所以他最后

得以收获最喜悦的事业成功和最美好的情感归宿。他走出农

村，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青年群体思想正在觉醒，

生活正在改变。 

中年当如孙少安，理智沉稳脚踏实地。孙少安的奋斗最

值得人们关注，也是最接地气的。初中毕业回村劳动，精通

庄稼人的所有技艺，在土地上用尽了心思，维持了穷家，赢



 

 － 24 － 

得了乡民的尊重。他的一生有几个特质：其一就是脚踏实地。

初中毕业后，本可以再接着读书，但他为父亲分忧放弃学业

回家种地。种庄稼也从不偷懒和糊弄，踏实稳重。其二就是

与时俱进。贫苦的生活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给了他致富

的动力和渴望。他务农但心眼不死板，他办砖厂、办学校，

解决同村穷人的生计。他立足农村走向富裕，以自己的劳动

创造了全家的幸福生活。其三是重情重义。对于村人他能帮

则帮，不念人旧恶，心胸开阔有气度；对于兄弟姐妹，相互

尊重相互帮助从无怨言；对于朋友更是知恩图报。他把苦难

变成了甜蜜，把黄土变成了黄金，是一个人奋斗的最好参照，

他比孙少平更让人觉得亲近和现实。 

壮年当如田福军，兢兢业业为公为民。双水村出了大人

物，那就是田福军。名校毕业的他放弃部级单位的工作机会

而返回了生养他的黄土高原，扎根农村，从公社一步一步奋

斗。他为人低调朴实，作风硬朗态度谦和，有实干的本领，

有成熟的政治谋略。在文革期间，他尽量保护劳动人民，面

对农村包产新动向，他全力支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尝尽

农民辛苦。面对官场沉浮他平淡自如，也曾有过焦虑但终是

不忘初心。对待工作，他全心全意；对待家庭，他温暖可靠；

对待朋友，他情义兼备。壮年人生，为家为国当是如此。他

的为官经历说明了专注于人民、专注于工作终会得到正果。

他年轻时候或许与孙少平、孙少安一个模样，他们三个就像

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充满着奋斗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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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几个人平凡的一生。也许我们体会不到生

活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平凡的一家人，为了盖一个新窑洞、

为了让孩子有学上、为了给老人治病，面对着那一片片田地

时内心的汹涌与期待。也不知道主人公上高中读书的劲头，

回家种田的精力，建窑烧砖的拼命，不喊苦不叫累，瘦弱的

肩膀被压垮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他不断向前永不退缩。但

《平凡的世界》正在告诉我们，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多

么贫寒，只要不把不幸当作负担，只要对生活有一颗赤热的

心，上帝对他就是平等的。 

我们都在自己平凡的世界里过着平凡的生活，可我们却

应该有属于自己不平凡的人生。人生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前行的路上还有多少风雨泥泞，但我

们能做的就是热爱生活、脚踏实地、心怀梦想、不懈追求，

在困难前不屈服不退缩，在生活中体味人生百态，在平凡的

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以实现自己不平凡的的人生价

值。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人性的弱点》读后感 

阅读《人性的弱点》这本书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它很出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定下心去翻阅，整个身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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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进去了。因为它真的吸引了我。虽然阅读完毕后，有人与

我说，那是一本心灵鸡汤的书籍，是一本无聊的书籍。 

且不说是否。我先谈谈我的读后感。看到‚人性的弱点‛

这五个字的时候，我先入为主的认为它就是讲人性方面存在

的隐晦一面。恰恰相反，它是帮助人们去发现、发展和利用

自己的那些潜伏未用的才略的书籍。在书籍里，可以对视自

己，发现自己，让自己有方向、有想法的去改变自己。‚原

来我存在这样的问题，原来我需要这样去改变自己，原来很

多时候我忽略了事情的原始，原来很多事情是自己说了

算……‛。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按照自己情绪，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而转动，像极了井底之蛙般看到的只是一方的天、一角落的

地。束缚的除了自己活动范围，还有眼界和心境。能想到的

越来越狭隘，偏执越来越强烈。这都是不好的。所以需要身

体和心灵总有一个是要前行的，这说法是对的。阅读书籍是

不二选择。 

我每每读完一本书籍，都会产生以后再读一遍的想法。

这本书籍也是。以前阅读的书籍多半是讲述别人的事情。现

在这本书籍却是像讲自己的事情。它是对人们在生活、工作、

家庭等大小方面如何处理事情和提升自己的指引。这是不是

一本无聊的书籍，我想也是因人而异。可能有人需要它，有

人不需要罢了。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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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20 年 1 月，综合服务平台各渠道业务量分别为， 

12329 短信办理量 5159，门户网站办理量 376，网上大厅办

理量 24292，自助终端办理量 3193，手机Ａpp办理量 36194，

官方微信办理量 334032，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10条。 

（信息中心  何进军） 

 

●根据我中心与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2020

年 1 月，稽核执法室向律所移交贷款逾期 3期（含）以上人

员名单 22人，由律所发律师函进行催收。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20 年 1月，全市共调查疑似住房公积金骗提套取件

4 件，涉及金额 57.42万元。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20 年 1月，协助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调查疑

似住房公积金骗提件 1件。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20 年 1 月，廉江办事处共受理提取业务 9023 笔，

为 8932 人次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共 3330.31 万元。

其中，为 20人办理预提交首付 159.52万元，用于住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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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76.43%。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2020 年 1 月,廉江办事处归集金额 4568.94 万元。其

中，为 8 个单位共位 29 名职工成功开户缴存，为 1 位职工

成功办理个人账户异地转入。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2020 年 1月，廉江办事处现场调查开发楼盘 1次，受

理新增楼栋 5幢，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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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户，988万元。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