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也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 30 周年。近 30
年来，在赣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坚
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赣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聚焦“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
设、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水平”4 个重
点，为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助力广大职
工实现安居梦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市住房
公积金事业取得显著成就。截至 2020 年
底，共为 14.44 万户家庭发放贷款 334.88 亿
元，支持职工改善居住面积 509.12 万平方
米，带动住房消费 626.42亿元。
一、坚持改革引领，汇聚强大工作合力

赣州市住房公积金建制始于 1995 年 9
月。1998年，赣州撤地设市，成立赣州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2005年底，根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相关规
定，将县（市、区）公积金管理机构全面上收，实
行“人、财、物”统一管理。通过调整、整合、优
化，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更加健全。

据统计，截至 2005 年底，全市累计缴
存公积金 99610.8 万元，缴存余额 87060.52
万元；累计提取 12550.28 万元；发放贷款
104647.74万元，贷款余额 56780.94万元；增
值收益 4788.13万元。
二、强化制度保障，业务运行规范有序

不断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归集、贷款、
提取等业务管理和稽核监督等制度，为各
项业务开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和准绳依据。

一是构建政策体系。2011 年，赣州市
人民政府印发《赣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
理办法》《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和提取管
理办法》，建立起统一完整的政策体系，赣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轨
道。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制定、修改和完
善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了职责明确、科学规
范、运作高效的具有赣州特色的住房公积
金管理模式。三是规范资料要件。在全省
乃至全国住房公积金领域中率先制定《贷
款提取资料标准件》，为业务操作的精细

化、标准化管理奠定了基础。四是集中管
理资金。率先推行资金集中管理新模式，
有效破解了资金统筹管理难题。

为应对宏观经济环境重大变化，适应
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2021年 7月 1日
正式印发《赣州市住房公积金归集和提取管
理办法》《赣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
法》，新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更好发挥公积金
的惠民属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在赣州住房公
积金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三、突出管理重点，业务指标量质齐升

（一）稳步推进归集扩面
创新思路、强化措施，持续扩大公积金制

度惠及面，拓宽公积金缴存资金来源渠道。
一是扩大缴存面。通过逐步提高、分

批建缴、以点带面等方式，持续推动机关单
位将非在编人员纳入缴存，督促非公有制
企业开户建缴。二是提高缴存额。推动机
关单位将奖金收入纳入缴存基数，鼓励企
业适当提高缴存比例，从而增加公积金积
累。三是提升知晓度。加大住房公积金政
策宣传力度，提高单位、职工缴交积极性。

据统计，“十一五”至“十三五”，赣州市
缴存人数分别为 25.29 万人、30.52 万人和
42.62 万人，同比增长 20.64%、39.67%；累计
缴存金额分别为449740.76万元、1608613.26
万元和4092183.70万元，同比增长257.68%、
154.39%；缴存余额分别为 362537.81 万元、
1157410.16 万元和 2221504.46万元，同比增
长219.25%、91.94%。

（二）拓宽提取使用渠道
坚持提取优先于贷款、租赁优先于购

买的原则，加大对租赁住房发展的支持力
度，保障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的提取需

求。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公积金提取业务
类型多达 18项，并实现全程线上办理。

据统计，“十一五”至“十三五”，赣州市
提取人数分别为 12.11 万人、24.81 万人和
316.77万人，同比增长 104.8%、1176.72%；累
计 提 取 金 额 分 别 为 87202.95 万 元 、
451203.10 万元和 1870679.24 万元，同比增
长 417.42%、314.6%。

（三）落实差别化贷款政策
坚持差别化个人公积金住房贷款政策，重

点支持缴存人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住房，禁
止第三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

1999 年，在住房公积金缴存积累的基
础上，赣州市开始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2012 年开通“商转公”业务，受到缴存职工
广泛好评。2016 年，为让更多缴存职工受
惠，对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2017年，制定
《逾期贷款管理办法》，有效控制了逾期
率。2021年，出台《赣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
管理办法》，贷款政策更加公平合理。

据统计，“十一五”至“十三五”，贷款
笔数分别为 6.18 万笔、10.09 万笔和 14.44
万笔，同比增长 63.18%、43.13%；累计贷款
金额分别为 360279.59 万元、1597138.33 万
元和 3348818.73 万元，同比增长 343.3%、
109.68%；贷款余额分别为 186036.14 万元、
1181246.90 万元和 2097071.74万元，同比增
长 534.96%、77.53%。贷款逾期率始终保持
低位，个贷率也从历史最高值 122.16%降至
94.4%（2020年底数据）。

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赣州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担当，足额提取
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为中低收入
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困难问题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据统计，“十一五”至“十三五”，增值
收益分别为 36009.65 万元、105833.22 万元
和 230644.5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93.9% 和
117.93%；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分别
为 9599.19 万元、52344.97 万元和 146475.58
万元，同比增长 445.31%和 179.83%。

（四）严密防范资金风险
牢牢守住资金安全运行底线，构建部门

监管和外部监督相衔接，线上与线下监管相
结合，日常与专项监督相补充的监管体系。

一是健全监管机制。构建集中统一、
上下联动、权责明确的监管体系，细化监管
标准，提升监管精准度，建立健全风险预
警、处置、问责协调机制。二是完善监管措
施。完善线上监管手段，严格监督资金流
向。三是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做好住房公
积金信息公开工作，提高管理运行透明度，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四是强化部门协作。
加强与不动产登记、民政等部门的联系协
作，加大对骗提骗贷公积金行为打击力度。
四、优化提升服务，惠企便民成效显著

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商环
境要求，对标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先进做
法，推进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同步优
化，构建便企利民服务新模式。

（一）简化业务流程。一是精简办理材
料。减少业务申请材料，对相同材料、近似
表单进行压缩整合，全程复用。二是优化审
批流程。减少提取审批环节，提高办结效
率，提取资金即时到账。三是推行网上办
理。推广“赣服通”、“手机公积金”APP和网
厅等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了34项高频业务一
次不跑、全程网上办理，占比超过 80%，2021
年1月至8月业务办理离柜率达到79.88%。

（二）压缩办理时限。如贷款受理审批
时限由原来规定的中心城区 10 个工作日、
县（市、区）15个工作日统一缩短至 5个工作
日完成；离退休、离职等多项提取业务受理
审批由 3个工作日调整至即时受理、即时审
批、资金即时到账；企业申请缓缴降缴公积
金审批由 5个工作日调整为即时办理。

（三）制定惠民措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适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降低企业
运营成本，减轻职工经济负担，切实为企业
和职工排忧解难。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共
计审批65个单位缓缴住房公积金，缓缴职工
12579人，缓缴金额 1931.88万元；调整不做
逾期处理的贷款237笔，金额8876.37万元。

2021 年出台的两个办法，对部分政策
进行了针对性调整，如将房地产开发企业
交存保证金比例由原来的 8%、20%降低为
3%和 5%；职工第二次使用公积金贷款首
付比例由 70%降低为 50%，切实给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干部职工购房带来了实惠。

（四）创新服务模式。一是实行综合柜
员制。推行贷款、提取综合柜员制，实现业
务办理综合化、受理审批一体化。二是实行
延时错时服务制。以满足单位和办事群众
需求为第一要务，实行错时延时服务制度，
增强了缴存单位和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三是实行预约上门服务制。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积极开
展预约上门服务。截至 2021年 9月底，全市
开展预约上门服务办理公积金业务21笔。

三十而立，风华正茂。赣州公积金人
将坚守初心使命，赓续砥砺前行，秉承“汇
聚点滴力量，共圆安居之梦”的发展理念、

“严谨规范、安全高效”的管理理念、“用心
用情，便捷便民”的服务理念和“忠诚担
当、聚力奋进、实干为民”的中心文化，深
入学习贯彻赣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服
务“三大战略”“八大行动”，为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赣州篇章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何宏杰 罗兵）

坚守初心三十载 秉承使命谱华章
——赣州市住房公积金 30年发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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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的意识不断增

强，体育服务需求也日趋旺盛。

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章贡区始终树牢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从建好体育运动场

所、办好体育赛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方

面入手，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体育运动已成为人民美好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好场馆场所，拓宽群众运动空间

章贡区以完善体育基础设施为切入

点，重点解决运动场地不足问题，以提升体

育公共服务供给。

“为了方便老百姓锻炼，我们在老旧小

区、背街小巷改造中采取征收、腾退、调整规

划等方式，为市民们腾出体育运动空间、融

入体育元素。”章贡区教体局副局长龙飞说，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篮球场、羽毛球

场、乒乓球室等运动场所和设施在居民区随

处可见，居民 15 分钟内就能找到健身锻炼

场地。

章贡区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建设了一大批群众看得见、用得

上的惠民体育设施。飞龙岛休闲体育公

园、城市中央公园、章江湿地公园、飘带公

园等公园均免费向市民开放，并已成为市

民身边重要的健身场所。

该区还充分挖掘当地山水林田湖自然资

源，新建、改造一批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户外

运动项目。集登山健身、足球、射箭、自行车、

卡丁车等运动项目于一体的杨仙岭人文公园，

已成为中心城区市民户外运动的重要目的地。

目前，章贡区所有村（社区）均建设了

全民健身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4平方

米。国民体质监测达标率为 94%，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37%。

办好竞技体育，提升群众运动热情

五国拳王争霸赛、全国山地自行车比

赛、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近年来，章贡

区大力举办竞技体育赛事，以提升群众的

运动热情。

坐落在钨都大道的章江游泳馆，馆内

不仅有比赛池、训练池和儿童戏水池，还有

淋浴室、更衣室、运动员休息室等附属设

施。因是恒温游泳馆，一年四季每天到此

游泳锻炼的市民络绎不绝。

“建馆 7年来，承办了 14次省级以上赛

事，其中举办国家级游泳赛事 8 次。”章江

游泳馆馆长谢启翔说，由于设施条件完备，

加上承办过不少国家级赛事，章贡区市民

喜欢到这里来运动。除了比赛、换水、维修

维护期间，游泳馆每天对外开放，年均接待

市民近 10万人次。

章贡区还在体教深度融合中推进体育

竞技，让全区中小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实现身

体的全面发展。该区从全区中小学生参与

度高的体育项目中选择比赛项目，打造了足

球、篮球、游泳、乒乓球等 8个类别的全区性

中小学生赛事。与此同时，按照“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的发展思路，整合原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努力走“名校办名

队”体教融合发展之路，目前，该区已打造青

少年校园篮球、足球、花样跳绳、网球、啦啦

操、射击、摔跤等体育特色学校 24 所，省级

体育特色学校 2所。

引入社会资本，激发产业发展活力

章江足球主题公园是章贡区引入社会

资本打造的体育平台之一。

9 月 23 日晚，公园内灯光璀璨，4 个五

人制足球场上，运动员时而带球奔跑，时而

过人射门，一场比赛下来，大家酣畅淋漓。

“场地费 450元，每次能踢 2小时，平均下来

每人只需掏 20 多元。”赣州足球打铁俱乐

部的成员朱仕栋说，每周三是俱乐部的活

动日，提前一天预订场地就能到这里踢球，

很方便，也很实惠。

公园内球场每天上午免费开放，下午和

晚上收费开放，成为附近居民参加足球运动

的首选地。公园负责人王琪说，这里每天接

待市民 300人次左右。“投入运营 3年多，主

要提供足球赛事承接、场地租赁、青少年足

球培训等服务，每年营业额240余万元。”

近年来，章贡区还打造了赣坊1969创意

园、宋城1号等体育平台。这些平台的打造，

补齐了当地政府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

压力大、管理维护人员不足等短板，更让当地

老百姓享受到了更高质量的体育公共服务。

除了打造体育平台，章贡区还通过动

员社会力量，引进了滑冰、射箭、蹦床、攀

岩、卡丁车、轮滑、平衡车等一批体验式休

闲体育项目。同时，该区还抓好“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以户外旅游活动推动体育运

动健身，当地峰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日均登

山运动人数达 5000人次。

运动让生活更美好
——章贡区推进体育惠民提升群众幸福感

□袁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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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赣州市白云小学学生在章贡区东外社区中华孝道传承馆给社区老人们送上鲜花

和现场制作的节日贺卡，与老人一起共享快乐时光。 谢文婷 记者吴悦 摄

本报讯（记者喻晓佩）国庆期间，赣

州很多景点都人山人海，位于赣县区的

客家文化城也不例外，吸引了众多游人

前来感受客家文化。记者了解到，相比

往年，游人的文明素质有明显提升。

赣州被称为“客家摇篮”，位于赣县

区的客家文化城 2003 年 9 月开工，2004
年 10月竣工，已开放了多年。城内包括

客家宗祠、太极广场、杨公祠、艺术长廊、

客家博物馆、风情街等主要景点，是一座

展示客家文化的“大观园”，每到节假日，

总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游览。客家文

化城内又以客家宗祠、客家博物馆、风情

街的游人最多。记者看到，虽然游客很

多，但大家都能文明旅游。客家宗祠的

前厅，四壁皆是名家字画，中厅为客家族

谱展厅，人们依次观赏，偶尔有人小声交

谈却不喧哗；在一百米长的客家艺术长

廊两面，分别是客家诗墙和以长卷形式

反映客家百姓生产生活的石雕，有小朋

友好奇地伸手去触摸，却被身边的家长

及时制止……此外，景区很大，处处安静

整洁，未见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彰显

了游客良好的文明素质。

游客家文化城 做文明旅游人

本报讯 （赖宝友 李兰芳 特约记
者黄传章）近日，上犹县紫阳乡微信公

众号“原乡紫阳”曝光了一批环境整治

不到位商户，大家在圩镇事务公开群热

烈讨论，对不文明商户进行了批评，对

圩镇环境整治提出了建议，不文明商户

也表示要及时改正。

据了解，上犹县紫阳乡坚持“日常

整治和专题督查相结合，通报表扬和问

题曝光相结合，环境卫生和村组干部绩

效相结合”的考核机制，以“大兵团作战，

小分队突击，专项化督查”作为“组合拳”，

致力于根除圩镇环境顽疾，着力建设环境

美、生活美、人文美、治理美的“四美”圩

镇。该乡将圩镇划分为 6个网格，建立以

乡村干部为主的帮扶队伍，实现干部和商

户（住户）结对全覆盖，全面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每月集中 2天时间，组织以

乡村干部、公益性岗位人员为主的“大

兵团”，对乱堆乱放、乱排乱放、乱停乱

放、乱搭乱建、占道经营、垃圾下河、家

禽家畜散养等 11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集

中整治，规范商户经营秩序，有效改善

圩镇面貌。

与此同时，该乡纪委牵头组织圩镇

整治督查组，重点督查干部责任落实情

况、保洁公司清扫清运及商户（住户）门

前“三包”情况，对所发现问题予以曝

光，督促整改。此外，该乡用活用好退

伍老兵巡逻队、妇女志愿服务队等管护

小分队，对商户（住户）“门前三包”责任

制落实情况、经营秩序、车辆停放等行

为进行日常监督劝导，做到常态化整治

和长效化管护。7 月以来，小分队累计

巡逻 30 余次，发现环境问题 40 余处，经

耐心劝导，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上犹紫阳大力开展圩镇环境整治

本报讯 （何文臣 特约记者刘滨）
“通过镇纪委的一系列举措，让我们进

一步认识到作为一名村级纪检委员的

职责与使命。”日前，信丰县小河镇大江

村纪检委员钟康平说。

据了解，信丰县小河镇纪委不断强

化村级纪检委员队伍建设。通过每月

定期召开村级纪检委员工作例会，传达

学习上级精神，分析研究本辖区党风廉

政建设情况，下发每月纪检委员重点工

作任务清单。并采取定期培训和送教

上门相结合的形式，不断提升村级纪检

委员的整体素质。定期组织述职评议，

亮晒履职工作情况，强化工作担当。同

时，要求村纪检委员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重点围绕当前疫情防控、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大排查大整改、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开展监督督

促，保障好工作纪律,充分发挥“政策宣

传员、信息收集员、事务监督员”的作

用。通过一系列举措，该镇村级纪检队

伍建设成效明显。

信丰小河着力抓好村级纪检队伍建设

本报讯（记者刘燕凤）近日，记者从

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新时代·新

长征”系列篮球赛将于 10 月 12 日开赛。

活动旨在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

施，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推进健康赣州建设，展示广大干部群众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中团结互助、甘于奉献、拼搏进取的精

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据悉，本届篮球赛项目为男子五人

制篮球赛，赛事地点在赣州市中心城

区。比赛分中心城区组与市直、驻市单

位组两个组别，其中，中心城区组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9 日进行比赛，分两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单循环赛，决出

前 4名；第二阶段为交叉淘汰赛，决出前

3 名。市直、驻市单位组将于 10 月 20 日

至 11 月 15 日进行，也分两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决

出小组前 2 名；第二阶段各小组前两名

进行交叉淘汰赛，决出 1 至 8 名。最后，

各组分别决出前三名并颁发金银铜牌、

证书及奖杯，同时按参赛队 4∶1 比例评

选“体育道德风尚奖”。

目前，比赛报名阶段工作已全部完

成，来自中心城区 5支代表队及市直（驻

市）单位 34 支代表队，共计 468 名运动

员报名参加本届赛事角逐。

我市“新时代·新长征”系列篮球赛明日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