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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住房公积金推出系列举措助企便民，提升服务水平和群众办事体验感

创新开展便民服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住房公积金制度
的建立，不仅改善了
我省城镇职工的居住
条件，也推动了我省
经济社会的发展。

近年来，省住房
公积金管理局本着对
政府、对群众负责的
态度，以维护单位及
职工个人利益为己
任，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和发展需求，
不断改进服务措施，
提高管理水平，发挥
资金效益，助力全省
职工实现安居梦。

3 月 20 日，海口市民孙敏登录海易办
APP，打开住房公积金查询业务栏，查询她的
月缴存额、单位月缴存额、当前账户余额和账
户状态、提取和贷款业务明细等信息。“现在随
时可以通过手机查询公积金个人账户，方便多
了。”

近年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通过“一网
通办”渠道建设等事项，推动住房公积金业务
集成进入海南政务服务网、海易办和椰城便民
通等省级在线政务办事入口，方便群众在网端

和移动端办理业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成为常态。

随着我省住房公积金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建成集网厅、手机APP、微信、短信、热线电话、
门户网站、自助终端机、柜面八大渠道于一体
的服务平台，其中大部分住房公积金业务通过
手机APP办理，通过海易办、支付宝等网络平
台可查询业务办理进度，以及个人账户的详细
信息。

同时，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协调推进与省

民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业务银行在婚
姻状态信息、不动产登记信息、商业贷款信息
上的共享，做好个人住房公积金信息查询标准
接口规范设计工作，向省民政厅线上推送低收
入群体住房公积金信息，满足外联单位的数据
共享需求，实现证件数据信息跨部门互通共
享，有效提升政务服务信息化和便民化水平，
方便职工简办快办住房公积金业务。截至
2022年2月底，住房公积金业务网上办理率达
95.31%、累计办件总量1605.60万件。

让群众少跑腿 90%业务事项办理实现“不见面审批”

让群众自主办理 住房公积金业务接入在线政务平台“一网通办”

让群众“一站式”办完 持续深化“一门办事”服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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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在海口江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一家企业工作人员吴健办理完税务手续后，又
走到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员工住房公积
金缴存业务。“政务中心里新增设了住房公积
金窗口，我们就不用跑到市区去办理住房公积
金业务手续了。”

2021年，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深化改革服
务举措，安排全省垂直管理的20个直属局全面
进驻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一网通办”

“一站服务”，集中受理缴存和提取业务，集成
高效的便民服务得到了群众充分肯定。

2022年，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等活
动，聚焦企业和群众在住房公积金办理过程中
遇到的各类问题，围绕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的
需求，探索设立住房项目贷款集中受理点，保

障职工住房贷款需求。
今年以来，海南大学海大桥西经济适用房

项目开始进行申购，为方便海南大学教职工办
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与
受委托银行在海南大学海甸岛校区内设立贷
款服务窗口，让海南大学教职工不出校园就能
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贷款科科长柯蓝介
绍，该局和受委托银行通过微信咨询群，提前向海
南大学教职工告知住房公积金贷款信息，并推出
预约办理贷款业务微信小程序，让贷款人合理安
排办理贷款业务时间。同时该项目的贷款受理
审批流程也进一步优化，贷款材料从受理到初审
复核只需要3个工作日。截至4月7日，海南大学
有230多名教职工办理完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把贷款手续受理

点设到学校里，而且还提前告知我们办理材
料，让我们自主预约办理时间，真的非常方
便。”4月7日下午，在海南大学的海大桥西项
目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理点，海南大学教师
陈铁桥称赞说。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副局长梁彤介绍，该
局将总结海大桥西项目贷款集中受理点的工
作经验，将该项目摸索出的服务模式在全省安
居房项目推广，为安居房项目提供靠前服务、
预约登记、联合审批、无纸化审批等服务。

今年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继续巩固“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阶段性成果，持续开
展“比学赶超”活动，在业务审批岗位设置、流
程、办结时限及服务大厅管理、线上业务办理等
方面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和群众办事体验感。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以前需要到办事
大厅排队办理。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通过电脑
操作就能办理。”海口市一家旅游企业住房公
积金经办人童明敏说。

近年来，我省聚焦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和
城镇居民需求，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业务“不
见面审批”改革，完成与省信息共享平台、全省

“一张网”对接，在“互联网+”系统平台实现多
项数据互联共享基础上，逐步实现无纸化审
批，正在探索全面实现“不见面审批”。

海口市民沈河在海口市购买了一套房产，

想办理住房公积金对冲还贷业务，他通过住房
公积金手机APP提交材料申请线上办理，不到
3个工作日，就已经全程办理完毕。

住房公积金线上业务办理速度提升，在于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推出的住房公积金“7×
24”全时服务新模式，单位缴存、退休提取、偿
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及对冲还贷等业务实
现线上自主办结，办事职工可随时随地通过网
厅或手机APP办理业务。

“7×24”全时服务为缴存单位和职工提供
了个性化、时效性、不间断的便民服务，2021

年，住房公积金线上业务平台日均活跃用户达
1.5万人次，共计提供服务4850万次，不见面办
件审批量达到1247.80万件，“不见面审批”业
务办件量占有率为99.28%。当前，省住房公积
金管理局已超额完成省行政审批改革办公室
确定“不见面审批”事项达90%的任务。

下一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继续优化
业务线上办理流程，推进单位专管员签约与变
更业务网上办理，梳理“退休一件事”“死亡一
件事”等业务办理流程，优化业务电子档案复
用功能，不断提升业务线上办理效率和比例。

职工通过什么渠道
提取住房公积金？

凡是符合提取条件的职工，可通过以下
渠道提取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1.海南
住房公积金手机APP；2.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个人网上办事大厅；3.海南省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各直属管理局办事大厅。

（本报记者 孙慧 整理）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韩锋

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有什么好处？

你是否为企业招
不到人而苦恼？又或者
是为留不住人才而绞尽
脑汁？为职工缴存住房
公积金，提高职工的福
利待遇，能增强企业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稳定
员工队伍、帮助企业吸
引和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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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找工作时，有一项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
的制度规定大家必须要关注，那就是企业单位
是否有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是国家力推的一项惠民政策，
虽然国家有政策要求企业单位要给职工缴纳
住房公积金，但事实上，社会上还是有不少的
企业单位没有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企业
单位是否应该给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住
房公积金对于职工有什么好处？省住房公积
金管理局对此做出解读。

1.缴纳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是一项长期的职
工福利

住房公积金都归职工个人所有，实际增加了
职工收入，而且住房公积金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
扣除，不计入纳税基数，可以减轻职工缴税负担。

我省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购买、建
造、翻建自住房时有提取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的权利。

相对于商业住房贷款而言，住房公积金的
住房贷款利率也较低。例如：职工小符想购买
一套自住房，可以申请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支
付首付款，还可以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用每月
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本息。

我省缴存职工家庭购买首套自住房或第
一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五年以下（含五
年）的年利率为 2.75%、五年以上的年利率为
3.25%；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或第二次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五年以下（含五年）的年利率为
3.025%，五年以上的年利率为3.575%。

例如，小符购买了一套总价为100 万元的
商品住房，首付三成30万元，住房公积金贷款
70万元，还贷28年。按照规定，购买首套房住
房公积金贷款五年以上的年利率为 3.25%，那
他每月还款3175.7元。

2.住房公积金具有统一管理和强制缴纳的
特性

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在给职工发放
工资时，会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个人应缴部分，
单位应缴部分与个人应缴部分金额相等，由企
业一并缴纳。例如，小吴在一家民营企业上
班，每个月工资中会扣缴住房公积金350元，那
么企业每个月也要为小吴缴纳350元。这样，
小吴每月的住房公积金合计就是700元。

住房公积金是国家规定强制缴纳的，具有
统一管理强制储蓄作用，存放在住房公积金专
户里的资金同样算利息，当前我省职工住房公
积金账户存款利率按1.5%年利率计息，长期下
来，职工就能积下一笔不小的积蓄金。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具有强制性
住房公积金，是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建

立起来的，为解决职工个人住房问题的长期住
房储金，具有强制性。单位和职工个人必须依
法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
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
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国策，是职工权益的
一部分，而且国家给予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企业

单位缴存部分在成本列支，减少相关的税费等
等。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单位留住人才是一
项明智之举。

缴存住房公积金可以增强
企业凝聚力、向心力

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在企业内
部，使职工有能力解决自身住房问题，职工能
在工作地安居乐业，不仅可以为企业创造出更
多的效益，还可以提高自身对企业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有利于稳定员工队伍。在企业外部，
能树立企业守法经营、以人为本的良好形象，

有利于企业留住人才，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
企业更大更好发展。

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是企业守法
诚信的表现，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劳动纠纷。此
外，还可以合理减少企业税费。根据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建立住房公
积金制度后，可以按规定把发放给职工个人的
住房公积金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这样既增加
了职工收入又相应减少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自觉履行企业义
务，使企业管理更加规范化，这样企业更能留
得住人才。

（本报记者 孙慧 整理）

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
有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