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袁全县住房公积金业务健康有序发展遥截止 12 月底新增开户
单位 97 个职工 5175 人袁其中新增开户 2007 人曰归集住房公积金 62643
万元袁完成年度计划的 110.88%袁提取住房公积金 52447 万元袁归集提取
率 83.72%袁 缴存余额 150766 万元曰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806 笔 21315 万
元袁贷款余额 113976 万元袁个贷比率 75.60%,贷款逾期率为零遥

深化改革，树立服务好形象

优化业务流程袁惠民举措全面落实遥 落实惠民新政袁简化公积金租房
提取流程袁办理租房提取 398 笔袁是上年同期的 6 倍曰优化贷款流程袁基
本实现野只见一次面冶贷款审批工作要求曰认真做好保证金清退工作袁全
年共收到不动产证明 610 件袁清退保证金 407 万元遥

推广综合服务袁服务效能不断提升遥 全力服务野一张网冶袁加大综合服
务平台推广力度遥 个人线上提取业务办理共 7364 笔袁 占总业务量的
43.4%曰单位网厅开通 991 家袁开通率达 98.52%袁单位线上业务办理 17326
笔袁占业务总量的 86.6%遥

投身疫情防控袁用心服务野不打烊冶遥 做好一线窗口疫情防控工作袁坚
持预约登记尧错峰办理袁常态化开展清洁消毒工作袁确保窗口工作顺利开
展曰落实疫情防控期间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袁为 8 家单位 1084 名
职工办理公积金缓交手续袁3-6 月份累计缓缴 101 万元遥

防范风险，规范管理保安全

压实安全责任袁开展自查自纠遥 学习贯彻全市安全生产领域警示教
育大会精神袁积极开展自查自纠袁排查内部突出问题并按要求上报遥

加强风险防控袁保障资金安全遥 严厉打击住房公积金领域各种涉黑
涉恶行为袁严格把关业务材料审核遥 开展业务工作回头看袁定期抽查提
取尧贷款业务档案袁及时发现整改问题袁确保资金安全无风险遥

规范账户管理袁完善基础信息遥 柜面基础信息完善率达 100%袁确保
信息准确无误曰通过多种手段强化宣传袁明确专人落实销户相关事宜袁办
理个人销户提取 2532 笔曰开展单位销户工作袁办理销户 297 家曰对退休
后继续缴存公积金的两名职工袁完善手续整改到位遥

多措并举，归集扩面惠民生

做好宣传推广袁政策宣传常讲常新遥 构建多元化宣传体系袁向广大群
众介绍政策尧法规和我县住房公积金管理运作情况曰开展在职党员进社
区活动袁解答市民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袁使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更加贴
近群众遥

以归集工作为重点袁提高按时汇缴率遥 采取多种方式催缴袁按时汇缴
达 89.34%曰抓好基数调整工作袁通知督促各缴存单位按规定进行基数调
整袁做到应调尽调曰跟踪督促 5 家业务承办银行将 176 家资金挂账单位
及时汇缴到账遥

以加强执法为抓手袁扩大制度覆盖面遥 加大催建催缴力度袁通过行政
执法促使 12 家企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袁新开户职工达 560 人曰督促企
业为职工全员缴纳公积金遥

以信访维权为突破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遥 以信访案件为突破口袁积极
与缴存单位沟通袁引导缴存单位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袁切实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遥

党建引领，内部管理展新貌

加强组织建设袁 执政根基深耕厚植遥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袁以
野学习强国冶平台为抓手袁确保政治理论学习常态化曰积极开展助推野文明
城市冶创建活动尧结对帮扶工作曰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袁捐款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遥

加强廉政建设袁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遥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袁将党风廉政
建设纳入全年目标任务管理曰加强作风建设袁开展野510 警示教育活动冶袁
组织专题法纪知识测试曰开展廉政谈话袁强化主责意识袁坚持做到抓早抓
小尧动辄得咎尧防微杜渐遥

加强队伍建设袁职工素质显著提高遥 进一步提高窗口服务质量袁统一
服务标准曰强化综合素质袁积极组织业务培训袁提高职工理论素养和实践
能力曰积极参加市中心组织的各项活动袁取得优异成绩遥

盐城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射阳管理部主任吴堂华率全体工作人员

热烈祝贺县人大十五届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2021 年是野十四五冶开局之年袁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尧省尧市尧
县重大决策部署袁 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勇气袁 围绕年度目标任
务袁精准发力袁狠抓落实袁开拓创新袁奋力攻坚遥

加强执法袁制度覆盖再扩大遥 加大住房公积金催收力度袁切实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曰坚持不懈推进制度扩面袁巩固现有扩面网络袁加快推进
非公企业建制步伐曰规范执法袁切实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遥

开拓创新袁服务效能再提升遥坚持以人为本尧服务优先袁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曰积极深化野不见面审批冶野一张网冶工作袁创新工作方法袁不断
提高服务水平曰加大综合型柜员培养力度袁提高业务办理效率遥

规范管理袁风险防控再加强遥进一步规范操作程序袁保障资金安全曰
常态化开展每日提取业务检查袁及时对问题隐患进行整改曰加强信息安
全管理袁保证系统安全与稳定遥

提高素质袁队伍建设再强化遥 坚持党建引领袁不强化全体干部职工
的宗旨意识尧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曰全面从严治党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曰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强化权力运行监
控机制建设遥

1尧 配偶婚前申请的公积金贷款
已经结清袁自己的公积金未使用过袁可
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吗钥

不可以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遥 根
据盐房金管揖2020铱2 号文叶盐城市住
房公积金贷款细则曳 第二章第九条中
规定院公积金贷款以家庭渊含职工尧配
偶及未婚子女冤为单位袁借款人分为主
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遥 共同借款人不
超过两人遥夫妻一方参与公积金贷款袁
另一方无论是否缴存住房公积金都应
当作为共同借款人遥 夫妻一方已经办
理公积金贷款袁 任何一方均不能再次
申请公积金贷款遥

2尧在异地缴纳的公积金袁要在盐
城贷款买房袁 还需要提前在盐城开设
个人公积金账户并缴纳 6 个月的公
积金吗钥

不需要提前开户袁 目前异地缴存
本市贷款的职工袁 只需要提供异地中
心出具的正常缴存证明就可以了遥注院
缴存证明需要异地公积金中心盖章遥
缴存证明内容应包括缴存职工姓名尧
身份证号码尧工作单位尧月缴存基数尧
月缴存额尧近期缴存明细渊必须满 6 个
月以上冤和是否有公积金贷款渊含已结

清冤遥
3尧配偶在婚前买了一套房子袁房

产证是配偶和父母的名字袁 办理了住
房公积金贷款袁 我可以申请为共同还
款人一起归还贷款吗钥

公积金主贷人为配偶一方时袁可
以添加为共同还款人袁 被添加人需携
带本人身份证尧公积金绑定卡尧结婚证
至公积金管理中心柜台办理曰 公积金
主贷人为配偶父母其中一方时袁 不可
添加为共同还款人遥

4尧提前结清公积金贷款袁需要支
付违约金吗钥办理时袁需要提供哪些材
料钥

提前结清公积金贷款不需要支付
违约金遥如用现金提前还款袁借款人本
人可携带身份证至放款银行办理遥 如
用公积金账户余额冲还公积金贷款本
金 渊只能本地缴存本地贷款的办理冤袁
借款人本人可携带身份证和公积金卡
至公积金中心柜面办理提前还款或在
线办理渊在线办理提前还款途径院盐城
公积金官网尧盐城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尧
江苏政务服务 APP尧我的盐城 APP冤遥

5尧公积金中心系统升级后袁微信
公众号如何进行注册尧查询钥

首先需要关注野盐城公积金冶微信
公众号袁关注成功后点击野业务办理冶遥
因公积金中心系统升级袁 在第一次查
询前需要先进行注册遥 根据提示输入
个人姓名尧身份证号码袁再同意用户服
务协议遥出现人脸识别时袁直接点击下
一步袁之后设置登录密码袁输入短信验
证码后袁点击确定袁之后进行登录遥

6尧 如何在线上办理公积金逐月
还贷签约钥

目前仅限在本市申请的公积金贷
款可办理该业务袁登录微信公众号袁选
择最下方业务袁找到野公积金逐月还贷
签约冶袁可以办理公积金贷款的逐月还
贷遥如果存在非本人的关联人袁需要关
联人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中的该业务
模块下选择关联人确认遥

7尧 公积金贷款提前还贷在线上
如何操作钥

打开盐城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后点
击业务办理袁 然后登录个人公积金账
号遥 登陆成功后袁点击最下方的业务袁
再点击个贷还款申请遥页面跳转后袁可

输入还款金额遥 需要注意的是还款缴
费方式有三种院淤公积金还款方式院职
工选择使用公积金账户余额进行提前
还款遥于实时扣款还款方式院职工选择
使用银行卡账户余额进行提前还款遥
盂公积金加实时扣款还款方式院 职工
选择使用公积金账户余额和银行卡账
户余额进行提前还款遥

8尧 提取公积金还贷的条件是什
么钥

偿还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院 该笔
贷款未办理代扣业务遥 偿还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院 该笔贷款已正
常还款形成还款流水遥贷款已结清的袁
需在该笔贷款结清三个月内办理遥

9尧 异地公积金贷款提取公积金
还贷需要提供什么材料钥

提取人身份证尧公积金卡尧贷款合
同尧余额证明和近期还款流水渊异地公
积金中心盖章冤遥 涉及配偶的袁需提供
结婚证袁涉及未婚子女的袁需未婚子女
本人携身份证到管理中心现场填写婚
姻状况承诺书及关系证明遥

10尧偿还住房商业贷款提取公积
金可以在线上办理吗钥

偿还住房商业贷款可以在线上办
理, 需要该笔住房商业贷款未办理过
提前还款且之前在柜面办理一次提取
并维护信息袁 之后的 5 年可以在线办
理商贷提取 渊仅限夫妻关系的共同还
款人冤遥

11尧 还贷提取内涉及未婚子女
的袁可以线上办理吗钥

不可以袁 需未婚子女本人携身份
证到管理中心现场填写婚姻状况承诺
书并提供关系证明办理提取业务袁无
法在线上办理遥

12尧无房职工租房自住的需要提
供哪些材料钥

在缴存城市及工作所在地无自有
住房租房提取遥租住公共租赁住房袁提
供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凭证遥 租
住商品住房袁 提供职工本人及配偶名
下在缴存城市及工作所在地住房登记
信息查询结果渊无住房冤遥

13尧可以更换公积金绑定卡吗钥
可以遥 缴存职工可以带上本人身

份证和变更后的银行卡前往公积金柜
台办理变更袁或者在线上办理渊我的盐

城 APP尧微信公众号尧个人网厅等冤袁但
是线上办理目前只支持中国银行尧中
国工商银行尧中国农业银行尧邮政储蓄
银行以及兴业银行的银行卡遥

14尧将异地的公积金转移到盐城
能线上办理吗钥

可以袁 需满足以家庭为单位在异
地无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尧 在本市开户
并已稳定缴存半年以上遥 线上办理途
径院盐城公积金官网尧盐城公积金微信
公众号尧我的盐城尧江苏政务服务遥注院
在线上办理时袁 需要准确填入异地缴
存单位名称尧异地公积金中心名称尧异
地公积金个人账号遥

15尧单位在网厅内汇缴公积金流
程是什么钥

单位经办人登陆单位网厅后袁点
击我要办理再点击汇缴遥 如当月清册
较上月清册无变化袁 直接点击当月无
变化遥 如当月清册较上月清册有变化
的情况下袁需要先变更清册遥点击我要
办理寅汇缴寅当月有变化寅变更清
册遥变更清册中袁可以给职工新开户和
集中封存渊即人员减少袁职工个人账户
集中封存后袁 职工账户将自动转入集
中封存户袁由管理中心集中管理遥 冤

公积金热点答疑

2020 年袁在县委尧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袁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
正确领导下袁 射阳管理部坚定不移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袁推进业务创新发展袁深化野一张网冶改革袁抓住野最多跑一
次冶改革机遇袁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袁为全县改善民生尧促进房地产
市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回望’2020

展望’2021

射阳管理部召开安全生产及作风建设工作会议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射召开工会工作会议

打造为民服务优质窗口

赴上海公积金中心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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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叶民法典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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