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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让百姓住有所居——

助力安居梦 倾情惠民生

民以食为天，居
以房为先。对于老百
姓而言，房子不仅是遮
风挡雨的场所，也是承
载生活希望的家园。

近年来，随着海
南自贸港建设步伐加
快，我省持续深化完善
住房公积金制度，社会
公众对住房公积金认
知度和关注度提高，全
省住房公积金覆盖率
节节攀升。“十三五”期
间，全省的住房公积金
缴存人数、缴存额、提
取人数及提取额均稳
步攀升，缴存人数从
“ 十 二 五 ”期 末 的
96.67万人增长至“十
三五”期末的 110.42
万人；缴存单位数从
“十二五”期末的 1.4
万家增长到“十三五”
期末的3.4万家。

2021 年，“十四
五”开局之年，我省住
房公积金实缴金额
162.11亿元，比2011
年增加 111.68亿元，
增长221%；缴存人数
121.36万人，比2011
年增加 59.62 万人，
增长97%；缴存余额
546.28亿元，比2011
年增加424.68亿元、
增长349%。

我省住房公积金制
度持续深化改革，服务
措施不断创新改善，管
理和服务水平大幅提
升，住房公积金管理事
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从广州回来的返乡青年吴文军是住房公
积金的受益人。2021年，他在海口市一家科技
企业正式入职后不久，用自己的积蓄和亲友支
持的资金作为首付，从海口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贷款70万元，在海口市郊买下一套新房。

对于租房的职工而言，住房公积金同样是
一份保障。刚从海南大学毕业一年多的林方，
听说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租房费用，他在
省住房公积金APP上办理了租房提取业务，约
定按月代付租金，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住房公积金是一项

保障老百姓住房需求的民心工程，我省不断推
进住房公积金制度创新，优化管理运行机制，
让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政策红利。

近年来，我省出台多个制度性文件，编制各
项业务规范，将提取条件、材料要件、流程时限、
提取额度等标准化、流程化、制度化。

我省还创新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模式，打
破原先个人账户须按公积金直属管理局与业
务受托银行进行设立的限制，实现“一人一
户”。通过与省财政部门数据共享，实现全省
所有财政工资统发单位的20余万名职工每月

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由系统自动对接完成，率
先实现缴存业务网络化、自动化。此外，我省
将缴存资金专户整合，将全省52个归集专户整
合为4个，账户体系更加简明，缴存资金监管更
高效。

在缴存业务精简规范的基础上，我省缴存
职工以“身份证号码+姓名”作为唯一标识，不
再使用个人内部账号进行识别，职工个人账户
不再受直属局与归集银行限制，缴存职工与管
理机构信息更加精准对称，实现职工全省唯一
账户。

加大制度创新 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机制明显优化

服务民生需求 推进“放管服”各项改革任务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世纪大道的省直住房
公积金管理局办事大厅，平时熙熙攘攘，办事
群众排队成“长龙”，办事车辆经常乱停在马路
边，甚至停到了对面的鸿天阁小区门口。

近来，鸿天阁小区业主李敏发现，小区门
口停车的车辆明显变少了，对面的办事大厅车
位偶尔还有空置的。

“现在我们很多业务流程精简了，贷款、提
取等业务手续基本都能在网上办理，而且住房
公积金的服务窗口也进驻到各市县的政务服
务中心，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办事人流，所以
省直局办事大厅的人明显少了很多。”省直住
房公积金管理局贷款科科长柯蓝说。

办事人流减少，是因为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契机，精简审批材料
和优化办事流程，持续推出便民服务举措，不
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

大力推行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网络化、服
务智慧化。2017年，省住房公积金“互联网+”
信息系统上线使用，实现我省住房公积金运营
的数据资源、资金结算、财务核算、档案管理、
风险防控、对外服务和身份认证的多维统一管
理，开通了涵盖柜面、网厅、手机APP、微信公
众号、门户网站等业务办理平台，还提供电话
服务、短信服务等业务咨询渠道。

在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系统上线运
行后，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实施自主核算体

系、资金账户核算集中统一管理、委贷模式调
整、对冲还贷业务、一人一户账户体系、收支电
子结算、全业务档案电子化、全业务网络化办
理、部门信息联网、业务简化材料优化流程、诚
信黑名单制度共11项改革措施，推动了业务流
程优化再造和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2022年，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结合“能力
提升建设年”活动，以及深化开展“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在人才队伍建设、服务管
理上积极苦练“内功”，如全面推行“一条龙办
理”“一站式服务”，提供导引、预约、上门等多
项服务措施，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首问责任
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和服务承诺制
等便民制度。

筑牢风险防线 强化住房公积金安全风险管控

风险防控是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中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树立以管理防风险理念，规范业务操作，加强
资金管理，有效提高了住房公积金风险防控水
平，筑牢制度安全监管防线。

加强业务风险管控。推动建立执行联动
机制，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联合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联动机
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民间借贷、信用卡逾期等
不列入协助划扣范围，降低通过虚假诉讼骗提
的风险。

此外，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加强提取业务
管理，规范线上审核要求，优化系统审核退单

自动提醒功能。2021年，我省公积金业务风险
管控相关通知印发执行的当月，提取退单由去
年同期的6042笔减少至1882笔，同比减少
68.8%。实现联网核查本省商品住宅和婚姻信
息数据，在租房提取办理界面新增具有骗提特
征的检查预警功能，利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提
升了业务风险管控水平。

加大防范骗提、骗贷等行为。省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建立住房公积金“黑名单”管理制
度，制定《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失信行
为惩戒管理办法》《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失信行为惩戒管理实施细则》，将违法违规
违约办理业务的缴存职工纳入住房公积金

“黑名单”管理，同时开发建设“黑名单”管理
子系统，实现“黑名单”电子化管理，依法从严
打击不良中介及伪造材料职工，全面建立我
省住房公积金诚信体系。为发挥出社会监督
作用，我省建立违规骗提公积金举报奖励机
制，修订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加强失信行为惩
戒管理。2021年我省有2871名职工被纳入
失信行为“黑名单”。

今年，我省住房公积金系统进一步明确住
房保障职责定位，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效
应，全力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大局，奋力
推进海南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提高服务质效 全省住房公积金扩面增存效益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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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7岁的张文睿，2019年大学毕业后
来到海南，以人才引进方式落户海口，就职于海
南铁路有限公司。2021年，张文睿决定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买一套房子，把家安在海南。

“我贷到了住房公积金最高额度70万元，
从申请审批到贷款放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真
的非常满意。”张文睿说，目前自己每月缴存的
住房公积金已经覆盖一部分房贷，还贷压力不
大，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

近年来，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始终坚守
“房住不炒”定位，主动融入房地产市场，坚持多
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发展思路，不断扩大制
度覆盖面，有效提高便民服务质效。

持续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归集不
断完善，扩面成效明显。2021年，全省当年住房公

积金实际缴存人数121.36万人，比上年增长10.94
万人，增长9.91%。全省归集住房公积金162.11
亿元，同比增加19.98亿元，增长14.06%，完成全
年计划的106.90%。全省累计缴存额1264.26亿
元，缴存余额5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2.91%。

我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助力我
省住房市场发展租购并举，保障刚需群体安居，支
持职工改善住房条件。2021年，全省提取住房公
积金 99.64 亿元，同比增加 8.11 亿元，增长
8.86%。全省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122.98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116.92%，比2011年增加
105.49亿元；个人贷款余额为497.91亿元，个贷
率91.14%，比2011年增加455.92亿元。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也实现增长。2021
年，全省实现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18.68亿元，

同比增加3.70亿元，增长24.74%；住房公积金
业务支出8.45亿元，同比增加0.34亿元，增长
4.20%；管理费用支出0.67亿元，支付职工住房
公积金利息7.74亿元，实现增值收益10.23亿
元，同比增加3.36亿元，增长48.99%，完成全年
计划的141.39%；增值收益率1.98%。

各项运营指标显示，我省住房公积金发展
有强大韧劲，生机活力持续彰显。

2022年，是我省构建住房公积金制度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一年。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局长
周高明介绍，今年我省要精准抓好住房公积金
归集增存，扩大制度覆盖面，让社会灵活就业人
员、外包服务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公益岗位人
员以及其他短期合同工等社会人员能参与住房
公积金制度，享受政策实惠。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全力以
赴保障百姓圆安居梦——

愿为家燕备春泥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韩锋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韩锋

对于老百姓而言，房子，不仅仅是房子，是
承载家庭温馨的港湾，是安居乐业的居所。老
百姓们如同勤劳的燕子，怀揣美好期盼，辛勤
地衔泥筑巢。

住房公积金，助力安居梦。我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系统坚持以人民群众呼声及市场主体需求
为导向，牢牢把握“房住不炒”定位，积极融入海南
自贸港发展大局，发挥出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探
索改革创新方式，全力以赴保障百姓住有所居。

家住三亚市崖州区的张婧，一直希望能住上
宽敞明亮的新房子。2021年，张婧申购到三亚市
崖州区万科金色家园的一套安居房，并申请到了
安居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没想到住房公积金贷款
很快就办下来了，期待早日入住新房！”张婧说。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引进人才、本地
居民的住房需求日益突出，目前我省各市县正在
加快推进安居房项目落地建设。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充分发挥我省住房公积金制度优势，优先
保障安居房项目住房公积金贷款服务，为支持我
省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和引进人才提供安居条件。

万科金色家园是我省首个办理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安居房项目。去年11月底，万科金色
家园进入选房阶段，三亚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积
极跟进该安居房项目，与委托银行紧密配合，
合理配置资源，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使
贷款人少跑路。万科金色家园的首笔安居房
住房公积金贷款在去年12月23日顺利放款，
自合同备案至放款仅历时3天。

2022年初，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派出调研
组到安居房项目进行调研，积极与开发商对
接，了解项目申购情况，结合此前的安居房住
房公积金贷款实践经验，剖析当前安居房项目
中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批及放款效率，提高客户
办理相关手续的便利性和体验感，研究如何高
质高效地保障我省安居房政策的落地。

“今年以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走访了我
们万科的金域仕家、都会四季等安居房项目，积
极跟我们对接，了解申购客户的情况和需求，服
务意识真的非常强。”三亚万科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梁小艳介绍说。

“十四五”期间，我省计划要建设25万套安
居房，安居房贷款资金需求将持续增加。据介
绍，我省将探索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和资产证
券化政策，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和管理办
法，通过贴息、资产证券化手段，筹措贷款资
金，全力保障安居房项目贷款资金池，确保安
居房政策落地，百姓受惠。

据悉，我省住房公积金制度大门即将向灵
活就业人员打开。近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拟定《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灵活就业人员
自愿缴存与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城镇个体经营
者、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以灵活形式
就业的人员，将平等享有住房公积金缴存、提
取和贷款权利及相关的制度保障政策。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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