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岚

核心提示 | 在前期征求
职工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
郑州市昨天对住房公积金管理
的有关具体政策和措施进行了
调整，拟定了《郑州市灵活就
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
理暂行办法》和《郑州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住房公积金
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并经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
39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意味
着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者，在
正常缴纳公积金后，就可以使
用公积金贷款买房了。那么，
哪些人员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该如何缴存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是多少？郑
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将
作哪些调整……且听记者一一
为您打探，并就有关具体问题
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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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波 通讯员 杜婕

本报新乡讯 冒着生命
危险排除故障，完成任务，身
上数处被划得鲜血淋漓……
连日来，新乡首创水务公司
新区水厂员工崔向东的事
迹，感动着当地不少市民。

43岁的崔向东，是该厂
加药间的一名普通员工。7
月9日凌晨，新乡突降特大
暴雨。正在上夜班的崔向东
接到通知，厂区积水严重，更
要命的是，高压泵房进水，出
现险情。崔向东和同事异常
着急，他们立刻成立临时防
汛突击队。

新乡市区一共有3座水
厂，在当天的暴雨中，孟营水
厂、高村水厂由于电路水浸
故障，先后引发停产，这样一
来，仅剩的新区水厂，需要满
负荷生产运行，这就需要最
大限度地打开新区水厂的供
水阀门。而如果其间一旦出
现意外，新乡整座城市都将
无水可用。

但当突击队准备开启供
水阀门时，却意外发现，阀门
出现故障，无法完成复位。
此时3米深的阀门井，已经
完全被雨水淹没。地面以
上，还存有将近20厘米的积

水。此时，已来不及打围堰
抽水，崔向东主动要求下井，

“我最熟悉情况，你们下去有
危险！”

3米深的井内，有着众
多机械设备，一旦身体被卡
或出现其他意外，后果不堪
设想。“水里根本看不清楚一
点东西，只能闭着眼，全都是
用手摸索。”崔向东憋着一口
气，潜入到漆黑污浊的阀门
井内，第一次，用手摸索到了
阀门的位置，基本探明了故
障原因。在上来喘过几口气
后，他再次潜入井内，成功将
脱落的传动钥匙重新对接，
并以最快速度开启了供水阀
门，完成了任务。

在浮出水面后，同事们
才发现，崔向东的后背、胳
膊被狭小的井口蹭出多处伤
口，鲜血淋漓。崔向东为了
不让大家担心，轻描淡写地
穿上湿漉漉的衣服，继续工
作。崔向东的家与水厂一墙
之隔。同事们干了一夜饿
了，崔向东让媳妇儿蒸了一
大锅馒头，从六楼给扔了下
来，分给大家吃。

尽管如此，在崔向东看
来，他所做的都是本职工作，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记者 李晓敏

本报讯 如何生一个健
康聪明的宝宝？7月30日，
在郑州市山河宾馆，来自我
国各地及省内的数百名遗传
学专家聚集一起，共同研讨、
学习“遗传优生”方面的最新
技术和知识。当天，河南省
医学科学普及学会遗传优生
专业委员会也正式成立，省

人民医院医学遗传研究所所
长廖世秀当选为主任委员。

为了鼓励更多的新人参
加婚检，今年5月底，我省新
修改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中，专门规定，对
参加婚前医学检查的夫妇奖
励7天婚假。

昨天，记者了解到，自从
“婚检假”实行后，我省的婚
检率有所上升。

□记者 陈骏

本报讯“作为一名台
商，能在河南投资兴业是何
等荣幸，多年来，河南各方对
我们台商的关注与‘偏爱’令
我们感动。”一场于昨日上午
举行的揭牌仪式，令郑州市
台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王任
生老先生分外感动。

昨日，由河南省法学会
成立的台商法律咨询服务中

心的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法学会会长刘满仓出席仪
式并讲话。据了解，法学会
系统设立台商法律咨询服务
中心这在全国尚属首家。

据了解，截至今年6月
底，在豫投资台企累计达
2014家，实际投资额180.42
亿美元。目前，台商已经成
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郑州公积金贷款政策将作调整

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
自主提取。符合郑州住房公
积金提取使用办法所规定的
提取范围之一的，均可申请提
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灵活
就业人员男性满55周岁、女
性满50周岁或自愿销户提取

的，可申请提取本人账户内的
本息余额并销户。已办理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尚未结清
的，应在贷款本息全部结清
后，才能提取本人账户内的本
息余额并销户。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

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存
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之日
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
息。目前无论当年缴存还是

上一年度的余额都按银行一
年定期利率结息，住房公积金
账户每年的计息日为6月30
日。

缴存之后有利息吗？如何计息？

灵活就业人员自办理住
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次
月起，每月按时、足额将住房
公积金存入其受委托银行借
记卡中，并由受委托银行按照
月缴存额从缴存人账户扣划
至个人公积金账户。因缴存
人银行卡余额不足等原因，造
成受委托银行无法扣划而欠
缴、停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

人应在下次扣划前补足相应
代扣金额。

灵活就业人员连续欠缴、
停缴住房公积金超过三个月
的，管理中心将封存其账户。
账户启封后，应当补缴欠缴的
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连续
缴存时间自账户启封月份重
新计算。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缴存住房公积金？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
统一为20%。

灵活就业人员自主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月
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月
缴存基数的下限为郑州市统
计部门公布的本地城镇私营
企业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60%，上限为统计部
门公布的本地城镇私营企业
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3倍。以2016年度为例，
缴存下限为 335 元（33495/
12×60%×20%）；缴存上限
为 1675 元（33495/12×3×
20%）。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余
额、缴存时间与可申请的贷
款额度相关联，缴存人应根
据个人收入状况和预期的贷
款需求，合理确定缴存基数和
缴存额度。

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如何确定？

目前郑州市区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主要是委
托建设银行承办，市区现设三个网点，将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
行增设调整。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二楼公积金
服务中心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百花路46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政三街支行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政三街5号附1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直属支行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行署国际E座

郑州市办理灵活就业人员
开户缴存的网点有几个？

已经办理过住房公积
金开户的灵活就业人
员以后怎样缴存？

已经在管理中心开设住房公
积金个人账户的灵活就业人员，
应当先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转移手续，原个人账户继续使
用。如：职工在原单位有一个公
积金账户且已封存，填写一个公
积金转移通知书，原单位加盖单
位印章后，到灵活就业人员缴存
公积金承办网点办理转移和缴存
手续即可。

灵活就业人员如与用人单位
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并继续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可以凭本人身份证
件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至
新单位继续缴存。

灵活就业人员携带以下证件
资料,到指定受托银行填写《郑州
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
登记申请表》，办理住房公积金个
人账户设立手续：

(一) 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或
户籍证明；

(二) 非本市户籍的同时提供
《居住证》。

各承办机构受理申请后，对
符合条件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予
以登记，并为其在管理中心住房
公积金账户中设立个人账户。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
公积金如何开户？

“灵活就业人员”主要是指以
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
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灵活就业
人员范围包括：

（一）城镇个体工商户，是指
在本市办理工商和税务登记，并
领取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个
体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

（二）自由职业人员，是指未
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
独立从事某种职业，为社会提供
合法服务的劳动者。

哪些人属灵活就业人员?

郑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出台——

2016年度月缴存下限为335元

从2016年9月1日起，郑州市调
整现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
下简称“贷款”）政策。

本次贷款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是单笔贷款额度的审批标准，贷款最
高限额、贷款比例、贷款期限的有关
规定未进行调整。按照新的政策，符
合贷款申请条件的借款人，其具体贷
款金额同时按三个条件确定。

跳入三米深井排险情
身上被划伤鲜血淋漓
新乡一水厂员工冒着生命危险抢险

全国首家法学会系统
台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成立

我省成立
遗传优生专业委员会链接

抗洪
先锋

扫“码”登录大河客
户端，查询更多公积
金贷款调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