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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 存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是如何确

定的？
按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收

入和缴存比例确定。
其计算公式：
月缴存额=（职工月平均工资×单位

缴存比例）＋（职工月平均工资×个人缴
存比例）

其中：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上年
度职工年工资总额÷12 个月（不满 12 个
月的按实际发放的工资月份计）。

根据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每年调整一次。按国家对住房公
积金控高保低的要求，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最低不得低于上一年度劳动保
障部门公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2016 年
度我市为1630元）；最高不得超过市公积
金管理部门公布的上限标准（2016 年度
为15100元）。

职工存储住房公积金有无利息？其
利息如何确定？

单位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存入
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后，即归职工
个人所有，享有存款利息，其利率当年
缴存的和上年结转的统一按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一年期利率计息（目前 1.5%）。
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日。

提 取
职工有哪些情形可以提取本人住房

公积金？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本人存储的住房公积金：
⑴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的；
⑵偿还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
⑶无自有住房，支付自住住房房租

的；
⑷支付本市行政区域内一套自住住

房物业管理费用的；
⑸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

困职工家庭，夫妻一方或双方及其直系
亲属患重病治疗，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
难的；

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持有残疾证
（1-4级），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⑺户口迁出本市或者户口不在本
市，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⑻本市户口，男性满 50周岁、女性
满 45 周岁，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连续2年以上未重新就业的；

⑼出境定居的；
⑽离休、退休的；
⑾职工在职期间去世或被宣告死亡

的。
子女单独购房，其父母的住房公积

金能否提取？
有三类情形，其父母存储的公积金

可以提取。第一类是未成年子女购房；
第二类是新就业人员购房，这里指的新
就业人员主要是从各类学校毕业，且自
毕业的次月起计算毕业时间未满5年的就
业人员；第三类是子女属于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引进人才。

职工在异地购房，住房公积金能否
提取？

在镇江市行政区域外购买自住住房
的，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可申请提取住
房公积金。

归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住房公积
金如何提取？

职工无公积金贷款或公积金贷款已
结清，其存储的住房公积金可以用于归
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的。归还商业银行
住房贷款，原则上一年可以申请提取一
次，提取的金额不超过当年商业银行住
房贷款应还款额，提取人住房公积金转
账至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内。职工当
年内已办理过一次还贷提取或申请提取
金额大于当年商业银行住房贷款还款
额，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
部分归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本金，申请
办理时须提交商业银行同意其提前还款
的审批单，公积金中心将以转账方式支
付到商业银行指定的还款账户。若职工
自筹资金提前部分归还商业银行住房贷
款的，也可采用先还后取的方式转账支
付。

住房公积金业务指南

江苏丹森鞋业有限公司 阿里银河欢乐影城 江苏唯尊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圣奥家具营销有限公司

丹阳市开发区山海津餐饮店 陈敏华精品水果批发+进口食品批发 欧派金典全屋整装 丹阳市开发区佳湄水果店

江苏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阳镇路易电脑耗材加工厂 江苏康美达光学有限公司 镇江玛卡赛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钳工、车工，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肯吃苦
耐劳，工资4500元左右。
打磨工，工资4500元左右。
●氩弧焊工，有 2年以上经验者优先，从事
过不锈钢氩弧焊，工资6500元左右。
地址：丹阳市新希望路19号
电话：18705291552

●印刷工程师若干名，从事工厂轮转印刷
机操作，有无经验者均可，试用期两个月，
转正后缴纳“五险”。提供工作餐、旅游和
文化活动及节日福利等，月薪 5000-8000
元。
●一线操作工若干名，试用期工资 82 元/
天，学成计件工资正常在 4000-6000 元左
右。
●销售若干名，工作地在北京，负责销售业
务的开拓、接单和客户维护服务等工作，底
薪+提成+奖金，包食宿。
●驻外电商储备负责人 10名，入职后在公
司总部电商事业部实习和培训，合格后派
驻公司驻外本事处负责电商分部的运作，
底薪+提成+分红。
地址：丹阳市云阳镇丹金路188号-2
电话：13775509845

●仓管员 2 名，女，18-45 岁，白班，月薪
3000元左右
●检验员8名，女，16-40岁，白班，视力好，
月薪3000-4000元。
●浇注工 5名，男女不限，18-45岁，白班，
月薪3500-4500元。
●开模工 5名，男女不限，16-50岁，白班，
月薪 3400-4300元。
●全自动包装机操作员 4 名，男女不限，
18-45 岁 ，能 适 应 12 小 时 倒 班 ，月 薪
4200-4600元。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8号
电话：86967203 18352897515 朱女士

●人事主管（急聘） 1名，月薪：4500-8000
元，年龄：25-45周岁，学历:专科以上学历。
●月子特护师 20名，月薪：8000~12000元，
限女性,年龄 30-50岁，产妇及新生婴幼儿
的生活护理，包吃住月休4天。
●育婴早教师 20名，月薪：4000~6000元，
限女性,年龄30-50岁。
●老年陪护 20名，月薪：4000~6000元，男
女不限,年龄 35-58岁，喜欢从事养老服务
工作。
●月嫂培训讲师 1 名，月薪：4500-6000
元，工作地址：丹阳，学历中专以上。年龄：
28-55岁，有母婴护理、妇幼保健、妇产科等
相关工作经验，有月嫂证或育婴师证等相
关母婴证书。
地址：丹阳市水关西路新草苑东区旁
电话：0511-86565589/15005297352

●业务员 2名，月薪：底薪2500元+业务提
成，大专以上学历；年龄 35周岁以下；吃苦
耐劳，敢于挑战自我，突破自己，追求高薪，
沟通能力强。
地址：华东建材城欧派金典全屋整装

（312国道旁建材城大门旁）
电话：卓经理 18852826788

●店员 6名；
●市区店招客服1名；
●水果切配员2名。
月薪3200元以上，底薪+提成，月休3天，过
年能调休。年龄40周岁以下；吃苦耐劳，积
极向上，有无经验均可。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天福花园25幢5-8号
电话：吴先生 13236399959

●店长 25-40岁，全面主持店面的管理工
作，配合总部的各项营销策略的实施，月
薪：3000—5000元。
●服务员 18-40岁，男女不限，上班时间由
你来定，保底工资+提成，多劳多得，具体情
况电话联系。
●迎宾 18-35岁，月薪：3000—3500元，性
格外向，口齿伶俐，仅限女性。
●凉菜果饮 18-40 岁，男女不限，月薪：
2800—3500元。
●水台 18-50岁，男性，月薪：2800—3500
元。
●后厨学徒 数名，工资面议。
地址：吾悦广场4楼
电话：陆女士18888045802

●店员 6名，男女不限，年龄 20-35岁，每
天工作 7小时，月薪：2800-3000元，时间早
班 6点—下午 1点；中班中午 12点—6点下
班。
●长班店员 早上 6 点—晚上 6 点，月薪：
5000-6000元，男女不限，年龄20-35岁，吃
苦耐劳，有责任心，亲和力。
地址：丹阳市城北农贸市场
电话：夏先生 18705297181

●销售代表 10 名，大专以上学历，35 岁以
内，男性，年薪6-18万；
●镀膜工及辅助工 5 名，35 岁以下，男性，
两班倒，薪资面议；
●车间技术工若干名，50 岁以下，男女不
限，薪资面议；
●仓库包装员 10 名，45 岁以下，初中以上
学历，女性，长白班，月薪2500-3000元；
●检验员 6名，40岁以下，视力好，女性，长
白班，月薪2700-3000元。
地址：西门练湖工业园（莲湖面粉厂隔壁）
联系电话：0511- 86876335

●设计师(CAD制图员）1 名，年龄 23-35
岁，男女不限，薪资：2800元+提成/月。
●项目跟单 2名 薪资:2500元+提成，有相
关经验者优先，转正后交五险，单双休。
地址：丹阳市兰陵路9号
联系电话：18260611520

●驾驶员（小车）1 名，工资面议，年龄
30-50岁之间（男性）；驾龄 5年以上，身体
健康；文化程度初中以上
地址：丹阳市开发区九区路25号丹森鞋业
电话：戎经理 13905293533/13706105668

●出纳1名，薪资面议；
●行政人事1名，薪资面议；
●值班经理3名，薪资面议；
●放映主管1名，薪资面议；
●服务员15-25名，薪资面议。
其他福利：五险一金、全勤奖、过节费、免费
电影、年假。
地址：丹阳市丹北镇五洲梦想城 3楼，银河
欢乐影城
联系方式：15651082557 葛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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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骏） 距
离 2018年春节虽然还有两个多
月的时间，但年夜饭的预订已
经进入了白热化。记者调查了
解到，一些星级饭店从下半年
开始就陆续接受了很多年夜饭
的预订。眼下，有的饭店甚至
只有大厅的位子了。据了解，
近年来，我市越来越多的市民
选择外出“下馆子”吃年夜
饭。虽然每年过年前，各类菜
品的价格都会出现不同的上
涨，但饭店里“亲民”的年夜
饭套餐大打“实惠牌”，受到了
很多市民的青睐。

家住云阳小区的钱大爷一
家最近几年都是早早地预订好
年夜饭。“以前觉得出去吃太浪
费了，但随着我和老伴年纪越
来越大，操办年夜饭的压力也

越来越大了。”钱大爷表示，自
己有三个女儿，今年 10月，他
已经升级成“老公公”了。面
对这么一大家子人的年夜饭，
钱大爷和老伴都感觉到有心无
力。钱大爷表示，前几年他第
一次和家人们去饭店里吃了年
夜饭，“我原来以为这么一大家
子人在外面吃顿年夜饭应该要
花不少钱，可结账的时候才发
现价格很公道，菜品也都安排
的不错。吃完了饭付了钱就可
以走了，不像在家里，要洗成
堆的锅碗瓢盆。”钱大爷表示，
他最近已经订好了饭店的包
厢，“我打电话过去，人家告诉
我包厢已经不多了。没想到年
夜饭的生意这么好，毕竟还有
两个多月才过年呢。”

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几年

来，我市各大饭店不断走“亲民”
路线，很多星级酒店也在平时推
出一些价格公道的套餐吸引消
费者。面对“年夜饭”这一机遇，
各大饭店自然不会错过。位于
我市丹延路上的李家大院最近
几年都有在美团上推出年夜饭
套餐。今年，他们推出了 1088
元的年夜饭套餐和 1288元的年
夜饭精品套餐。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个价格和往年差不
多，“其实为了做好年夜饭的生
意，不少饭店不会选择抬高菜
价，而是会抓住这个机遇积攒人
气。只要做出人气来，生意就会
越做越好。”位于丹凤南路的水
中仙酒店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他
们今年推出了好几个套餐供市
民选择。“市民们在选择订饭店
吃年夜饭的时候，基本都是要求
包厢的，毕竟涉及到一家人的隐
私，有个单独的包厢，吃饭交流
都比较自然。所以不到没有包
厢可订的时候，大家是不会选择
大厅的。不过，即便没有包厢，
每年过年期间，还是有大量市民
来预订酒席。这与现在各大饭
店推出的较为实惠的套餐关系
极大。”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面对
年夜饭，很多市民家中的老一辈
会算算账，看看到底是不是划
算，“其实对大饭店来说，来自行
业内的竞争越来越大，而价格竞
争是重要一环。但客观来说，饭
店之间不管是价格还是质量上
的竞争都是良性竞争，对老百姓
来说都是好事。”

年夜饭套餐大打“实惠牌”引发预订热

部分饭店包厢预订一空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近日，家住千家乐综合楼的居
民向本报反映，千家乐市场综
合楼西端楼道口连接化粪池的
排污管破裂，每天都有很多污
水、粪便流淌到楼道口，地面
肮脏，气味难闻，居民们苦不
堪言，希望有关部门能前来进
行维修。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千家乐
市场综合楼西端的楼道口，看到
这里满地的污水和粪便，气味十
分难闻，而在通向化粪池入口处
的排污管下端，则有一个约 40
厘米长的大口子，只要楼上居民
排污，污水就马上漫溢出来。为
方便出行，有居民还在地上垫了
几块砖。“每天进出，看到这恶心
的一幕，真是很不舒服。”每天经

过这里到市场卖菜的曾腊梅大
妈说，这污水管道破裂的原因，
是上个月一辆轿车在倒车时，不
慎将管道撞裂的。

记者注意到，污水、粪便横
溢的位置不仅在居民楼道口，而
且也是不少前来千家乐菜市场
做生意或买菜的市民必经之
地。“每天经过这里买菜，看到这
肮脏一幕，都要掩鼻而过。”采访
时，正好路过这里前去市场买菜
的许阿姨叹道。

采访中，居民们反映，这种
现象已经有一个多月时间了，他
们也向 12345 政府热线反映过
多次，可至今迟迟不见人来维
修。大家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进
行维修，还居民一个卫生、整洁
的生活环境。

排污管被车撞裂，
污水横溢谁来管？

记者 王国禹 摄

种植牙要用50年
“土壤”很重要

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例全口种植牙患
者，他的种植牙用了46年，现在仍在使用，
种植专家介绍：想要种植牙长寿，牙周“土
壤”很重要。

种植牙好比种树，种树需要坚实肥沃
的土壤，树苗才能茁壮生长，种牙也是一
样，种植体是树苗，而牙周和牙槽骨则是土
壤，牙槽骨骨量不足，就像土壤流失无法牢
固种下，而牙周不健康有炎症没有清理，则
好比土壤是盐碱地，会使种植体无法和牙
槽骨融合，牢牢地生长在一起。

种牙前要做这些准备

种牙前，除了要做常规的检查外，有三
项准备必须要做。

CT不可不拍：口腔CT从三维角度将
口腔组织的情况反映出来，可以发现二维
X光片所不能发现的牙槽骨的质和量，它
的三维重建效果能够对骨组织的情况、下
颌关节的情况进行准确评价，协助医生进
行手术方案设计，以及术后科学评估。

种植前要治愈牙周炎症：种牙前必须
针对牙周病进行完善治疗，如果未解决就
急忙接受种植牙手术，此时口腔内存在炎

症，细菌数量依然很多，这就会提高手术感
染的几率，如果牙周组织不健全，种植牙会
造成种植体周围炎，如果没有得到适当处
理，会累及牙槽骨，造成骨吸收，最后导致
种植牙松动脱落，因此牙周病要先进行治
疗，为种植打下基础。

种植前要洗牙：洗牙，可以清除牙齿表
面的牙菌斑和牙结石，种植牙前洗牙能够
降低口腔内感染的可能性，有良好的口腔
环境能有效地避免手术后的一些不良反
应，比如肿胀、疼痛、出血等等。

雅尔美口腔纯韩微创种植牙
独特生物活性抗击牙周炎症

在种植前清理牙槽骨和牙周组织上的
炎症后，采用纯韩微创即刻种植牙技术，结
合韩国微创外科技术、即刻植入技术和融
合技术，自动规避牙槽神经、整个过程舒适
轻松，植入后种植体与牙周组织融合，据多
位患者亲身感受，确实没有多少疼痛感。
为了给患者理想的修复效果，该技术采用
高精密钛金属种植体，具有DCD晶体离散
沉积处理，提高血小板活性，生物相容性极
佳，其独特生物活性能够有效地抗击牙周
炎症，无磁性、无刺激、湿润性、耐磨耐腐
蚀，不易附着食物残渣，大大地提高了种植
牙的成功率。

微创种植牙与传统种植牙
又有什么区别呢？

手术的技术差别
常规植牙是指采用常规技术，植牙周

期较长的植牙方案。微创种植牙是在常规
种植牙基础上的革新与升级，种植周期缩
短了一半，将创伤降低到最小程度，大大减
少了肿痛和出血量，创伤小、恢复快，手术
时间短，术后即可正常饮食。

方案设计环节
微创种植牙采用三维全景 CT 诊断，

全数字化电脑设计治疗方案，种植牙植入
角度、深度都有详细的设计数据，传统种植
是采用传统的二维X光检查，根据医生经
验制定大概种植方案。

手术中准确度、安全性
微创种植采用精准的外科导航系统进

行种植，避开血管神经，精准安全。传统种
植完全凭借医生的经验进行种植，如有偏
差，就会出现伤及神经、血管、穿颌、种植体
脱落的意外，种植过程中可会出现出血。

患者的舒适度和术后反映
微创种植仅需在牙龈处开一个微孔，

术中几乎无出血与疼痛，患者满意度高。
传统种植在手术过程中切开牙龈，术后要
缝合，容易出现出血疼痛、肿胀现象，恢复
时间长。

全城征集100名缺牙疑难患者 报名有机会享免费种植牙

你正在准备种牙吗？回想一下种牙前，牙科医生有没有为您拍过CT片，有没有为您做过牙周诊断和治疗？如果没有，请立即找一家正规的牙科机构做一下牙
周检查，因为您的种植牙可能面临“种植体周围炎”的危险，严重的可能失败脱落。雅尔美口腔为市民开启读者咨询热线，为市民对接专业种植医生解答如何保障
种植牙长寿、种牙前需要做哪些必要准备。即日起，致电雅尔美口腔名医种植牙大讲堂有机会享受免费种植牙1颗，详情可咨询本次活动热线86568181。

受缺牙困扰想做种植牙的市民注意了!
种牙前你准备好了吗?

爱牙
热线86568181
地址：丹阳市新民东路9号（锦豪大酒店西侧）

源自上海、南京的口腔专家
种植牙名医大讲堂

丹阳医保
定点单位

讲课时间：12月9日8:30
推荐专家：曹罡副教授 省军区总院口腔科

名额：100名

听课人群：
※怕痛的缺牙患者※假牙佩戴不适者，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想短时
间内恢复牙齿咀嚼功能的人群

报名预约：
1、种植牙资深专家免费咨询；
2、牙缺失状况免费检查与评估；
3、微创种植亲骨方案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