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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栏（82） 

 

追求“慎独”的高境界 

    

   《礼记》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党员干部要“慎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往往掌

握一定的权力，不仅要主动接受组织、制度的监督，而且还

要不断加强自律，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

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中就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

高境界加以提倡，他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

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党员干部都要努力做到“慎独”。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遵守鲜明的政治原则，珍惜个人的政

治生命，以形成内在的“定力”。其次，要时刻反躬自省，

就像古人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洁身自好，存正祛邪，注重修身养德，增强防腐拒变的“免

疫力”。同时，还要办事公开透明。党员干部也是普通的人，

难免存在各种弱点，会犯各种错误，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只要办事讲民主、讲程序、讲纪律，避免暗箱操作、上下其

手，就能减少各种诱感的“滲透力”，防腐拒变才不会成为 

一句空话。               

 ——摘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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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倾听企业心声  提高服务质量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到楼盘开发企业开展调研 

为进一步提高市中心的服务质量，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

策，落实住房公积金普惠政策，近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邓世亮带队到市区、县城楼盘开发企业开展调研工

作。市中心三级调研员、党总支副书记钟日富，有关业务科室

和县（市）办事处负责人，县（市）业务受委托银行行长等参

加了调研工作。  

调研过程中，每到一家楼盘开发企业，邓世亮同志都走

到楼盘开发企业的项目现场和销售中心，与楼盘开发企业工

作人员交流互动，详细了解了楼盘开发企业的资金运营、项

目规模和楼盘销售情况等。 

随后，召开了工作交流座谈会。会上，楼盘开发企业对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管理与服务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

时，集中反映了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的缴存职工群众的呼

声，反映了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并提出了改进市中心服务

工作的意见建议。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充分肯定了楼盘开发企业为我市住

房公积金事业做出的贡献，感谢楼盘开发企业一直以来对住

房公积金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对楼盘开发企业提出的问题，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并表示，会根据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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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和实际要求，将本次调研中收集

到的意见建议的可行性加以认真分析，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落

实，推动服务工作取得成效。 

最后，邓世亮同志针对市中心与楼盘开发企业共同服务

好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群众，提出了三个希望。一是希望企

业一如既往地支持市中心的工作，配合市中心做好住房公积

金的服务工作，进一步服务好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的缴存职

工群众；二是希望企业继往开来，把握好湛江与海南相向而

行的政策优势，建设更多的优质楼盘，为使用住房公积金购

房的缴存职工群众提供优良的居住环境；三是希望企业发挥

经营管理优势，加强与市中心的交流合作，利用灵活多样的

宣传方式，加大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宣传，壮大住房公积金政

策宣传队伍，扩大住房公积金政策影响力。  

在霞山恒福美地楼盘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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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章碧桂园楼盘调研现场 

 

 

在赤坎金海湾楼盘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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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坡头华发新城楼盘调研现场 

 

 

在赤坎君临世纪楼盘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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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州卓越御湖湾楼盘调研现场 

 

 

在徐闻金海湾豪庭楼盘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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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遂溪奥园滨江一号楼盘调研现场 

 

 

在廉江万合隆广场楼盘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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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川奥园冠军城楼盘调研现场 

（综合科  梁振庭） 

 

 

为职工办实事 给群众予方便 

 

为解决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因正常上班时间无法到服

务大厅办理提取业务的困难，根据缴存职工的实际需要，8

月 29 日上午，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驻市行政服务中心提取窗

口工作人员利用周末休息时间，预约缴存职工集中办理住房

公积金提取业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邓世亮，党组成员、

副主任程元好等来到业务办理现场，指导业务办理工作有序

开展。 



 

 － 10 － 

据统计，本次集中服务共为 90 多名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办理了提取业务，切实解决了缴存职工的实际困难。到现

场办理提取业务的缴存职工纷纷为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用心、

贴心、暖心的服务点赞。 

近年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紧贴缴存职工需要，利用休

息时间集中服务、集中培训、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等已成工

作常态，把为职工办实事、为职工解难题当成职责体现，用

实际行动去践行住房公积金的初心使命，进一步提高了缴存

职工的满意度，进一步擦亮了住房公积金的服务品牌。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邓世亮同志在业务办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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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理现场 

 （综合科  梁振庭） 

 

 

业务动态： 

 

深入扩面征缴正当其时 

     

遂溪办事处按照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扩面征缴工作的部

署要求，在认真做好“新冠”疫情防控的前提下，8月 10 日、

12 日，联合工商银行遂溪支行，先后到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

司和湛江千红麦角甾醇有限公司两家医药企业开展住房公

积金促缴扩面工作，并取得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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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通过本次主动上门促缴扩面，遂溪办事处成功 

动员了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和湛江千红麦角甾醇有限公

司分别为 167 名职工和 20 名职工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

立手续，有力的维护了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权威。 

 

8 月 10 日，在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进行政策宣传和动员。 

 

8 月 12 日，在湛江千红麦角甾醇有限公司进行政策宣传和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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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坚强带领下，遂溪办

事处把握群众的心声，联合多方力量，深入基层一线，摸清

遂溪县未办理住房公积金登记缴存的单位的情况，重点抓好

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医药等行业单位的归集征缴工作，落

实住房公积金普惠政策，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不

断提高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工作动态:  

 

廉江办事处党支部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 

 

8 月 5 日下午，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会议，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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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入阐释了民法

典的深远意义，为更好地推动民法典实施作出了科学部署，

对于全社会充分发挥民法典在人权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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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大家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充分认识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和历史背景，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同时要结

合住房公积金服务工作和自身岗位职责，不断提高运用民法

典的能力和水平，为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作出自己 

的贡献。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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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共

湛江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会议精神 

 

8 月 20 日，廉江办事处党支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传达学习中共湛

江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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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是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当前湛江发展把脉定

调，也为做好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方向。 

 

会议强调，大家要把学习贯彻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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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市委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精准把握把市委全会提

出的目标任务、审议通过的《中共湛江市委  湛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与海南相向而行的意见》要求，坚持履职尽责，强

化责任担当，勇于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青年之窗 

 

廉江办事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开展学

习交流会 

 

8 月 28 日下午，廉江办事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开展学习

交流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不断开拓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会议由廉江办事处副主

任陈华梅同志主持，全体组员参加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

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

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会上，陈华梅同志带领大家认真

细读文章内容，深刻领会文章精神，并分享学习心得，其他 

组员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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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的发展理念，

注重把学习贯穿工作实践全过程，做到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学用结合，努力提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推动住

房公积金事业开创新局面出谋献策、贡献力量。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学思践悟 激发青年力量 

 

为充分发挥青年勤学思辨、勇于实践的优势，根据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的工作要求，8 月 20 日，吴川办事处召开青年

理论学习小组第一次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

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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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合法权益》。 

 

会上，主讲人陈月芳同志作心得体会发言。她表示，作

为机关行政执法人员，要坚决落实民法典精神，把为人民服

务、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贯彻到底，以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

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

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为缴存职工服好务、办好事，

让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随后，其他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也纷纷表示，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入学习民法典，并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努力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努力

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学习讨论发言结束后，吴川办事处黎建坤主任对青年理

论学习小组成员的精神面貌和学习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青年干部要带头学好民法典。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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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先学一步、多学一点、深学一层，为运用民法典履职尽责

打下坚实基础，切实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

依法办事的能力，更好维护缴存职工的根本利益。第二，青

年干部要带头守好民法典。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将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的一

言一行纳入到民法典的范围和界限之内，决不侵犯人民群众

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切实尊重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第

三，青年干部要带头用好民法典。树牢法治观念、增强法律

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

力，用好民法典来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青年干部要多学习、好学习，久久为功，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信念、创新发展，

真正将青年理论学习成果内化为践行工作的成效，为住房公

积金事业贡献青年力量。 

（吴川办事处   黄韵诗) 

 

 

 

习作园地： 

 

打雷 

 

晴空万里， 

突然间黑云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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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朵、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黑云在头顶， 

一阵阵狂风卷起了沙尘， 

直接打了过来， 

眯着眼睛，加速步伐 

心里齐欢呼， 

终于要下雨了， 

缓解这炎热的天气， 

霎那间，远在天边的天上出现一道、两道闪光， 

照亮了一方土地， 

紧接着， 

轰隆，轰隆声， 

打雷了， 

小孩子慌忙扑进怀里， 

问什么声音响？ 

我说，打雷的声音。 

为什么打雷？ 

是谁不听话？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还记得 2017 年刚刚工作的时候，有次和父亲小酌两杯，

父亲说道，奶奶年纪大了，有空多回来看看她，看一次就少

一次。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对他们有感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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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也有感情。但是，我当时觉得父亲这个想法有点消极，

当场就反驳了他。我觉得，来日方长，想做的事会有机会做

的，不要总是说这样消极的话。 

我回到湛江工作，这也是父母的愿望。所以，大学毕业，

就回湛江工作了。家里的长辈们经常说，子女留在身边能经

常见面，能经常陪他们说说话，才是对他们晚年最好的回报，

才是孝顺的孩子。但是，当时我也经常反驳他们。我觉得子

女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父母有父母的生活，偶尔见一下面就

可以了，要是经常见面可能会吵架。现在，想想我当时那个

想法，也是不够成熟的。 

我想起了毕淑敏的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工作后，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抽个

时间去看看快一百岁的奶奶。她的儿子们、孙子们、曾孙们

逢年过节也会回来看她，让这个大家庭的人保持着亲热度。

所以，我觉得她是维持大家庭亲热度的核心。因为有这个核

心在，才维护了家族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集。 

可是，奶奶前几年就没有记性了，所有人都认不得了。

我去见她的时候，她总会说起之前年轻的故事，这些故事我

是每次都听，已经连续听了好几年了。这些故事，应该是她

现在仅存在脑海里的回忆。每次我和她交流，感觉是不同频

道的。但是，我还是坚持说一些有趣的话去故意逗她开心，

和她说，她可以活到两百岁。听完，她总会哈哈大笑着回答

我，人是活不了这么长命的，都是天注定的。我不知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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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人来陪她聊天，她还会不会自己唠叨自己的故事。 

逢年过节的时候，网上都会有传一些孤寡老人的事件，

很让人揪心。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老人。子女为了生

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外拼搏，逢年过节是没有办法回家

团圆的。年迈的父母，生病了，或者逢年过节了，都是盼着

子女在身边。可能老人生病，也会是因为对子女的日夜思念

导致的。因为有个词叫做思念成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越

是需要热闹的时候，却孤孤单单的，难免让人失落。但是像

奶奶这种没有意识的人，或许她就不会有失落感。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我们的父辈也变老了。现在奶奶的

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我们旁人可以看得出，为她牵挂，但

她却没有说什么，没有去诉苦，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她应该

是最安逸的人。我看她平平静静的模样，无忧无虑，也是个

快活人。但我又想到，她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见

面的次数会不会真的是越来越少。或许我的想法也变得消极

了，或许这个就是无法逃避的事实。 

（遂溪办事处  梁振庭） 

 

简讯 

 

●2020 年 8 月，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 56182.99 万元，

其中市区归集住房公积金 36099.76 万元。本年 1-8 月，全市

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 457923.59 万元，同比增长 14.06%，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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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年度计划归集额 70.45%；其中，市区归集住房公积金

295971.70 万元，同比增长 14.17%，完成本年度计划归集额

70.10%。 

(筹集科 曾芳) 

 

●2020 年 8 月，全市新增开户单位 104 个，新增开户

职工 4420 人。本年度 1-8 月，全市累计新增开户单位 723 个，

新增开户职工 22388 人，同比分别增长 0.28%和 9.76%。其

中，市区新增开户单位 469 个，新增开户职工 16173 人。 

 (筹集科 曾芳) 

 

●2020 年 8 月，在我中心的大力协助下，业务承办银

行拓展新增缴存建制单位 99 个 456 人。本年 1-8 月，业务承

办银行累计拓展新增缴存建制单位 588 个 2515 人，完成年

度新增职工任务指标的 39.40%。目前，完成归集任务指标较

好的是工商银行湛江分行和广东南粤银行，拓展建制人数分

别为 642 人和 404 人，任务指标完成率是 54.59%和 53.44%。 

(筹集科 曾芳) 

 

●2020 年 8 月，全市办理归集业务共 28235 笔（含业

务承办银行），其中我中心办理归集业务 14231 笔，占比

50.40%。本年 1-8 月，全市累计办理归集业务共 221974 笔（含

归集银行），其中我中心办理归集业务 132952 笔，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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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0%。 

(筹集科  曾芳) 

 

●2020 年 8 月，筹集科到自立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该公司进行缴存情况核查,为该公司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督

促该公司尽快办理调整基数事宜。 

(筹集科  王海雄) 

 

●2020 年 8 月，筹集科成功督促湛江市公安局坡头分

局为协警建制，并以坡头区治安联防大队名义，按 5%的比 

例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为 260 名聘用职工缴存。 

(筹集科  王海雄) 

 

●2020 年 8 月，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21385 万元，

784 户，完成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额 75.81%；本年累计

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132667 万元，4951 户；历年累计发放

住房公积金贷款 2478272 万元，96258 户；贷款余额 1385954

万元，个贷率 77.29%，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率为 0。 

                                (贷款科  陈丽琼) 

 

●2020 年 8 月，根据我中心与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签

订的合同，2020 年 8 月，稽核执法室向律所移交贷款逾期 3

期（含）以上人员名单 21 人，由律所发律师函进行催收。 

                           （稽核执法室  梁颖） 



 

 － 25 － 

●2020 年 8 月，市中心向国邦律师事务所移交住房公积

金贷款逾期 6 期以上案件 2 宗。 

                           （稽核执法室  梁颖） 

 

●2020 年 8 月，综合服务平台各渠道业务量分别为，

12329 热线办理量 1269 件， 12329 短信办理量 3537 件，门

户网站办理量 28 件，网上大厅办理量 47229 件，自助终端

办理量 4428 件，手机Ａpp 办理量 64231 件，官方微信办理

量 808846 件。 

（信息中心  何进军） 

 

●2020 年 8 月，廉江办事处共受理提取业务 9658 笔，

为 9532 人次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共 3828.26 万元。其

中为 43 人次办理预提交首付 515.62 万元。用于住房消费占

比 74.85%。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2020 年 8 月，廉江办事处归集金额 46611.05 万元。

其中，为 2 个单位 5 名人员成功开户缴存,为 8 人成功办理异

地转入。 

                            (廉江办事处 张东燕) 

 

●2020 年 8 月，廉江办事处共审批贷款申请 29 户、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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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共发放贷款 40 户、1045 万元。 

（廉江办事处 许燕铭） 

 

●2020 年 8 月，吴川市办事处归集金额 3513.74 万元。

为 9 个单位、134 名职工办理缴存开户手续。 

（吴川办事处 陈月芳） 

 

●2020 年 8 月，吴川办事处共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55

户，1596 万元，同比增长 13%，其中纯公积金贷款 3 户，110

万元，组合贷款 52 户，1486 万元。截至 8 月底，今年共发

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325 户，9347.3 万元，完成当年放贷计划

59%。 

(吴川办事处 黄韵诗） 

 

●2020 年 8月，吴川办事处共受理提取业务 5598 人次，

提取金额共 3352.63 万元，同比增长 76.49 %，其中住房消

费提取有 5549 人次，金额 2819.47 万元。  

(吴川办事处 骆中民) 

 

●2020 年 1-8 月，遂溪办事处归集 31600.16 万元，同比

增长 7.51%。截至 2020 年 8 月，遂溪办事处累计归集住房公

积金 348953.07 万元，归集余额 136074.39 万元。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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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8 月，遂溪办事处有 54228 人次提取住房公

积金 24236.46 万元，提取额占归集额 76.69%。截至 2020 年

8 月，遂溪办事处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 205001.19 万元，累

计提取额占累计归集额 58.75%。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2020 年 1-8 月，遂溪办事处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536 笔 14188.0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01%、-1.29%。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2020年 1-8月，遂溪办事处实现增值收益 752.65万元，

同比增长 18.93%。 

（遂溪办事处  雷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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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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我来读——8 月 

阅读者 阅读时间 书名 作者 
书籍 

来源 
读后感悟 

许燕铭 2020.8 
《生活需

要仪式感》 
李思圆 自行购买 

让每一个普通的日

子，都变得有趣和

值得纪念 

张东燕 2020.8 
《穆斯林

的葬礼》 
霍达 自行购买 

命运掌握在我们自

己手中，我们每一

个人都可以规划我

们自己的人生 

梁振庭 2020.8 

《毛泽东

选集》(第

三卷) 

毛泽东 单位借阅 

学习毛主席的文

风，领略毛主席的

文采。 

雷广平 2020.8 
《好好活

着》 
陈忠实 自行购买 

好好活着，活着就

有希望。 

陈月芳 2020.8 
《富爸爸 

穷爸爸》 

罗伯

特·清崎 
单位借阅 

“如果你要去建造

帝国大厦，你要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挖

个深坑，打牢地

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