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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栏（79） 
 

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 

 

普及公民法制教育、形成全社会法治风尚，对建设“法

治浙江”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法

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

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古人所说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其

实，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从客观上说，法治也并不

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

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

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这包括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

诚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称的

精神、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等等。正如卢梭所说，

“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

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法律当中“最

重要的一种”就是这种风尚，它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

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摘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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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

重要讲话精神 

 

6 月 18 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召开第一次党组（扩大）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5 月 29日在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颁布

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中心党

组成员，各科室、办事处负责人参加学习。 

 

会上，中心党组书记邓世亮结合《民法典》，与大家共

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随后，中心党组成

员结合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分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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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心得。 

会议要求，各党支部要认真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民法典》，各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带

头尊崇民法典、敬畏民法典，自觉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

典的表率，各党员职工要把掌握和运用民法典作为履行自身

职责、做好住房公积金服务工作、推动住房公积金发展的必

要知识、必备能力、必需本领，不断提高依法保障广大缴存

职工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 

（综合科  柯彩容） 

 

 
 

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召开 

第四届第四次全体会议 

 

6 月 23 日下午，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在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召开第四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市政府副

市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伟杰主持，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中层以上干部列席。 

会议审议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邓世亮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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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 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全

面推进住房公积金政策普惠，扩大住房公积金建制覆盖面，

提高缴存职工购（建）住房能力，为湛江住房公积金事业做

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湛江市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

划》《湛江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湛江市住房公积

金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等便民利民的相关管理规定。同时，

会议还听取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湛江市住房公积金

2019 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布的情况说明。 

市政府副市长、管委会主任委员陈伟杰要求，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要在 2019 年被评为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的基础上，一是坚持“人民满意”的工作标准，

把“人民满意”作为奋斗目标一以贯之，继续发扬主动作为、

敢于担当、真抓实干的精神，做好每一项工作，擦亮“人民

满意”的金字招牌。二是抓实住房公积金归集和使用两项重

点工作，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政策覆盖面，在高运用率区

间安全运行，盘活、用实、用好住房公积金，充分发挥政策

性作用。三是强化安全、政策、服务三个保障，落实安全管

理，强化政策保障，把主动服务、为民服务理念贯穿工作的

始终，服务职工、服务大局、服务发展，切实为广大职工和

群众办实事，为湛江加快全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快打

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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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市政府副市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伟杰作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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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华真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邓

世亮作工作报告 

 

（综合科  柯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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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 大爱大德 

为积极响应“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的号召，弘扬“献

爱心、济贫困”的传统美德，6 月 29 日，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开展“630”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邓世亮等领导班子带头捐款，用实际行动带领全体干

部职工积极奉献爱心，主动投身扶贫济困活动。 

据统计，本次捐款活动共有 97 名干部职工参加，共

收到捐款 8980 元。 

中心干部职工参加活动后纷纷表示，本次捐款活动弘

扬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传递了广

行善举、共创和谐的正能量，今后要动员身边更多爱心人

士参与脱贫攻坚，为我市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

会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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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科  梁振庭） 

 

 

业务动态： 

 

我市向缴存职工派发住房公积金利息红利

2.47亿元 
 

6 月 30 日，我市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圆满完成，向

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派发住房公积金利息红利 2.47 亿

元，同比增长 10.76%，增加 0.24 亿元。利息直接计入职工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居民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账户

日常销户结清时的利率适用和计结息方式的通知》（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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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2 号）的有关规定，每年的 6 月 30 日为住房公积

金账户存款计息日。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

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形成机制

的通知》（银发〔2016〕43号）的有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

金账户存量和增量存款利率统一为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

利率（利率为 1.5%）执行。2020年结息日，我市向全市 484,122

名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含已封存户职工）派发了 2.47 亿

元的住房公积金利息。 

缴存职工可通过湛江市住房公积金服务自助查询机、住

房公积金个人网厅、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粤

省事等方式，查询本次计息及个人账户余额情况。 

（综合科  柯彩容） 

 

 

 

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上半年实现平稳增长 

——完成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额 51.2% 

      

      2020 年，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坚持以“保障百姓安居、服

务湛江发展”为发展方向，“以服务树形象、以创新促发展”

为工作目标，紧紧围绕全年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强化管理，

规范运作，防范贷款风险，依托新一代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

系统，提升工作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提高缴存职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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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住房能力，助力广大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圆上安居梦。 

今年 1 至 6 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共发放金

额 89614.9 万元，同比增长 27.17%；发放户数 3359 户，同

比增长 30.8%；完成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任务 51.2%。

全市共为 2603 户办理了住房公积金个人组合贷款，发放组

合贷款 167038.9 万元，其中住房公积金贷款 69883.6 万元，

商业贷款 97155.3 万元；发放异地贷款 62 户，发放贷款金

额 1876 万元。 

截止 6 月底，全市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按揭贷

款 94666 户，2435219.9 万元。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 1376442.1

万元，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为 77.15% ，逾期率仅为 0.02% ，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实现了平稳增长。 

 （贷款科  陈丽琼） 

 

 

延伸服务，政策上门 

为了使楼盘销售人员更好地掌握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6 月 23 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贷款科工作人员利用晚上休息

时间到假日名苑售楼部为销售人员进行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培训，共培训人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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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年限等通过理论和实际案例相结合等方式，图文

并茂地对贷款政策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结合新一代住房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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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息管理系统提供的各种服务平台，给销售人员讲解如何

使用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以及个人网厅快速查询缴存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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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申请贷款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培

训过程中，楼盘营销人员认真记录、积极思考、踊跃发言、

互动交流，气氛异常热烈。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培训现场 

培训结束后，大家一致表示，这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培训非常及时，解决了操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既提高

了大家的业务水平，又增强了实际业务办理的能力。 

（贷款科  陈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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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利益无小事，预约服务暖人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好我市关于支持复

工复产的工作部署，结合中心《2020 年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模范机关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雷州办事

处认真开展好党员志愿者服务，利用晚上下班时间为方圆雅

颂御府楼盘购房职工开展预约服务。 

 

业务办理现场 

据了解，雷州市方圆雅颂御府楼盘明确，在 6 月 30 日

前签订购房合同的职工可以享受总房价减少 3%的购房优惠。

6 月 30 日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30 日下午将暂停所有

业务，可能导致该楼盘的部分购房职工无法及时办理预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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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公积金交首付业务。为更好地服务群众，保证购房职工能

享受到楼盘的购房优惠，6 月 29日晚上，雷州办事处组织业

务骨干人员为方圆雅颂御府楼盘的购房职工办理住房公积

金预提交首付业务，共为 22 名职工办理了住房公积金预提

交首付业务，受到楼盘和购房职工的广泛好评。 

  （雷州办事处  杨朝广） 

 

 

 

工作动态:  

 

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会议专题学习省委书记
李希同志在湛江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学习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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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

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李希同志在湛江调研时的讲话

精神。会议由廉江办事处党支部书记郑建鹏同志主持，全体

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会议指出，省委书记李希同志莅临湛江调研，检查指导

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为湛江全力建设省

域副中心城市、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再加

温、再鼓劲、再支招、再给力，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湛江人民

的深情厚爱和对湛江发展的关心支持，让我们倍感振奋、倍

受鼓舞、倍添动力。 

会议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李希同志在湛江调研时

的讲话精神，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对湛江发展的殷切期望

和工作要求，始终紧绷“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根弦，抓

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有力、不折不扣抓好

贯彻落实，为推动全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迈上新台

阶、取得新突破，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发展极

作出住房公积金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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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党史中感悟和践行共产党员 

的初心使命 

--廉江办事处党支部迎“七一”专题党课 

 

为庆祝建党 99 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教育和激发党员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 6 月 29 日上

午，廉江办事处党支部书记郑建鹏为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上了一堂“从学习党史中感悟和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

命”的七一专题党课。 
 

 

注重从党的历史和经验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郑建鹏同志围绕“从学习

党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和“从自我修炼中践行初心使命”两

方面展开授课，带领大家从党的奋斗史中回顾了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讲述了党在战争年代的几次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



 

 － 17 － 

重温了革命战争年代强大的红色精神力量。他强调，从自我

修炼中践行初心使命，结合工作实际要做到以下几方面：一

要创新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在拧紧思想“总开关”上

下功夫；二要加强实践锤炼，守住廉洁底线，在践行初心使

命上见行动；三要强化责任担当，带头干事创业，争取在住

房公积金各项工作上有新作为。 

此次党课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堂

生动具体的党性修养和革命传统教育课。大家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牢记住房公积金人的初心使命，凝心聚力、

履职尽责、奋发有为，奋力谱写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习作园地： 
 

雨前 
 

空气闷得很 

池塘一声不吭 

一只小蜻蜓 

轻轻向它一吻 

池塘乐得漾开了花 

 
（综合科  柯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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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梦想护航 

 

站在人生十字路口，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迎接未来？在

2020年这个特殊的毕业季，摘下了学子的标签，拿起了社会

的笔，开始书写着你接下来为梦想而披荆斩棘，扬帆启航之

路。 

毕业季，带着留恋不舍，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出了校

园，踏进了社会。在社会这个大杂锅里，翻滚吧！努力把生

活工作调成自己想要的颜色，把每一天都过充实。可以分三

步走，第一步明确自己的目标，第二步为目标量身定制个规

划，第三步付之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挫折和困难是避免不

了的，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不要疑虑，更不要半途而废，坚

持定会成功。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尽苦寒来。”

要经得起风吹雨打，累的时候，仰望星空，望望那梦想的星

光，就算只有星星般微弱的光，也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耀

眼光芒。 

有人说，结果最重要。这的确是的。但比起结果，过程

是专属的回忆。自己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是如何独自度过

的每一段路程，又是如何在路程中寻找希望的。用汗水泪水

洒满一地，终能开出的灿烂的花朵。成功的大门只向有理想，

有梦想，而且全心全意，奋发图强的人敞开。 

请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勇敢追梦！“山再高，往上攀，

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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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根据我中心与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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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共调查疑似住房公积金骗提套取件 24

件，涉及金额 139.36万元，其中查实骗提案件 12件，协助

异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局）6 件。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20 年 6月，市中心向国邦律师事务所移交住房公积

金贷款逾期以上案件 1宗；吴川办事处移交住房公积金贷款

逾期（执行）案件 1 宗，廉江办事处移交住房公积金贷款逾

期（执行）案件 2 宗。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20年上半年，廉江办事处共受理提取业务 54371笔，

为 11434 人次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共 18721.35 万元，

同比增长 8.34%，完成年度计划的 49.92%。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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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廉江办事处归集金额 29932.65 万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 54.62%。其中，新增缴存单位 41 个，新增

人数 709 人,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68.33%、35.45%。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2020 年上半年,廉江办事处现场调查开发楼盘 12次，

受理新增楼栋 19 栋，与 9 个房地产公司签订《住房公积金

贷款合作协议》共 21 份，其中 2份是续签协议；共审批 192

户贷款申请、5051 万元；共发放贷款 161 户、4205 万元。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2020 年 1-6 月，遂溪办事处新增缴存单位 28 个，新

增开户职工 561人, 同比分别增长-20.00%、-16.14%。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2020 年 1-6 月，遂溪办事处归集 23365.61 万元，同

比增长 9.23%。截至 2020年 6 月，遂溪办事处累计归集住房

公积金 340718.51 万元，归集余额 134909.70万元。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2020 年 1-6 月，遂溪办事处有 39717人次提取住房公

积金 17350.08 万元，提取额占归集额 74.25%。截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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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遂溪办事处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 198114.82 万元，累

计提取额占累计归集额 58.15%。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2020 年 1-6 月，遂溪办事处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449 笔 11881.0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43.45%、45.37%。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2020 年 1-6 月，遂溪办事处实现增值收益 572.30 万

元，同比增长 22.64%。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好书我来读 

编者按：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培养爱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中心定于每月收

集整理干部职工读书记录，供全体干部职工阅。各科室、办

事处于每月底前把读书情况报到综合科。 

 



 

 － 22 － 

好书我来读——6 月 

阅读者 阅读时间 书名 作者 
书籍 
来源 

读后感悟 

柯彩容 2020.6 
《明朝那

些事儿》 

当年 

明月 
电子阅读 

“失败算不了什

么，希望的丧失才

是最大的痛苦” 

黄仁广 2020.6 
《我决定

活得有趣》 
蔡澜 自行购买 

从容生活，做有意

义的事 

许燕铭 2020.6 《格局》 王悦 电子阅读 

打破思维局限，以

大格局的眼光看世

界。 

张东燕 2020.6 《荆棘鸟》 
考琳·麦

卡洛 
朋友借阅 

用生命来交换结局

的灿烂，知道是悲

剧的结局却依然勇

敢。 

雷广平 2020.6 
《神探伽

利略》 

﹝日﹞

东野圭

吾 

单位借阅 
“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 ” 

梁振庭 2020.6 
《打铁必

须自身硬》 
张士义 单位借阅 

学习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中国共产党的

自我革命勇气和改

革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