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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丰舒潍 通讯
员郎昆） 非刚需住房贷款叫停、

“异地购房”贷款政策暂停，将优
先满足刚需职工和本地缴存职工
的购房需求。记者昨日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住建
部和省市关于保护刚需、抑制炒
房的精神要求，保持房地产市场
健康平稳运行，我市结合房地产
市场现状及缴存职工的使用需
求，在住房公积金支取和贷款业
务上作出相应调整，新政将于今
年12月11日正式实施。

住房公积金提取调整

职工购买自住住房 （包含商
品房、再交易住房、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棚户区改造房、城中村
改造房） 只允许提取购房人本人
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购房人本人及配偶须同时办理提
取业务 （同适用于支付物业费提
取及支付房屋维修基金提取），提
取额度为账户余额的 80%且不超
过总房价；该自住住房已办理住

房公积金贷款的，不属此业务范
围。

职工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
住房公积金的，只允许提取借款
人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
余额。

为进一步规范租房提取业
务，承租本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
住房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
于支付房租，暂停承租本行政区
域内其他自住住房的提取业务，
当个贷率降到 85%以下时相关业
务再作调整。

自主缴存专户、务工农民专
户、市导游服务中心和市出租车
行业的缴存人员，住房公积金停缴
一年后才可以办理销户提取手续。

住房公积金贷款调整

在住房公积金贷款方面，暂
停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当
个贷率降到 85%以下时适时调整
此项业务。

暂停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
额提前部分还本业务，当个贷率
降到 85%以下时适时调整此项业
务。

同时，我市对住房公积金贷
款条件进行了调整：对家庭名下
有未结清住房贷款的职工，不再
受理二套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申
请。暂停第三次 （含） 以上申请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当个贷率
降到 85%以下时适时调整此项业
务。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时，由于单位原因欠缴 3 个月
（不含） 以上6个月 （不含） 以下
的，须由所在单位一次性补齐
后，方可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
欠缴 6 个月 （含） 以上的，须由
所在单位一次性补齐后，自补缴
之月起按月连续足额缴存 3 个月
后，方可申请办理。

购买首套住房的职工家庭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
比例由 20%调整至 30%；单方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
申请总房款的 60%，夫妻双方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
申请总房款的 70%，同时最高额
度不超过50万元。

新政实行存贷挂钩

为更好地体现住房公积金缴

存与使用的公平性和义务与权利
的对等性原则，我市此次新政通
过存贷挂钩，在规定的贷款金额
以内实现早缴早贷、多缴多贷。

一是根据账户余额及缴存年
限计算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为：

贷款额度＝住房公积金缴存
余额 （借款人住房公积金缴存余
额+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缴存
余额） ×20 倍×缴存时间系数。
连续正常缴存时间小于 12 个月
的，缴存时间系数为0.5；连续正
常缴存时间在12个月（含）至36
个月 （含） 的，缴存时间系数为
0.8；连续正常缴存时间在36个月
以上的，缴存时间系数为1。

夫妻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可按缴存时间较长的一方确
定时间系数。借款人及配偶住房
公积金账户余额以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认定的正常汇缴账户余
额为准，不含近12个月 （含） 内
一次性补缴金额，非正常汇缴、
补缴的住房公积金不计入正常缴
存余额，账户余额不足1万的按1
万计算。

借款人未婚 （未再婚） 或配

偶未在焦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按照借款
人缴存账户余额认定。

二是根据还款能力确定贷
款额度。月还款额不超过家庭
收入的 50%，家庭收入为借款
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之和，配偶没有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不计算收入。除单位在基
数调整月正常调整之外，如缴
存 基 数 在 申 请 贷 款 前 临 时 调
整，则缴存基数仍按原缴存基
数认定。自主缴存户、务工农
民户及人事代理公司代缴住房
公积金的，在提供薪资证明等
材料的同时，收入按实际银行
工资卡流水或个人所得税税票
认定，但不得超过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无法提供银行工资
卡流水或个人所得税税票的，
按焦作市人均最低收入认定，
月还款额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
40%。

购房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时，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不足
以支付购房款时，可申请住房公
积金加商业银行组合贷款。

我市住房公积金新政本月11日实施

非刚需住房贷款受限制
暂停第三次及以上贷款

本报讯（记者詹长松）记者昨日从
市环境攻坚办获悉，省驻焦第八强化督

查组在我市督导时，发现焦作万方电力
有限公司和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
未按要求执行错峰生产。我市立即责令
两家企业按照省环境攻坚办要求进行整
改，并对两家企业采取了相应的行政处
罚措施。

豫环攻坚焦督 〔2017〕 5号文件通
告：10月1日至10月31日，万方电力
公司、金冠嘉华电力未按要求执行限产
30%的限产限排措施。对此，市政府对
两家企业采取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
市工信委于11月10日对万方电力公司
主要负责人司海滨和分管负责人武文
峰、金冠电力公司分管负责人蔡斌进行

约谈，责令两家企业写出书面检查，制
定整改措施，并责令两家企业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理。万方电
力公司决定给予运行部经理张崇胜行政
记过处分一次，并处以 5000 元罚款；
金冠电力公司董事会决定对负有管理责
任的总经理助理赵爱军、蔡斌给予行政
记大过处分一次，扣发全年绩效奖金。

此外，市环境保护局于 11 月 8 日
分别对两家企业下达整改通知，要求
他们对物料运输通道保洁除尘、运输
车辆密闭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目
前，两家企业均制订了整改方案，并
按要求整改到位。

未按要求执行错峰生产
两家电力公司受行政处罚

近两天，不断有市民致
电本报党报热线询问本月双
休日机动车不限行时市民乘
坐公交车是否免费。为此，
记者昨日采访了市公交总公
司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
示，12月4日至12月31日期
间，除3路、8路、29路外，
市民乘坐其他线路的公交车
全部免费，包括双休日。

根据 《焦作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及周边
道路机动车管控工作的通
知》规定，12月4日至12月
31日，我市主城区实施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其中，小型
汽车号牌尾号为单号的（1、3、
5、7、9）单日通行；号牌尾号为
双号的（2、4、6、8、0）双日通
行；号牌末位数是字母的，以
号牌最后一位数字为准。周
六、周日不限行。

《焦作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关于机动车限行期间免费乘
坐公交车辆的通告》明确规
定，2017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31 日，除 3 路、8 路、29 路外，
市民乘坐其他线路的公交车
全部免费，包括双休日。

李 秋

本月双休日不限行时
市民坐公交车也免费

据新华社天津12月5日
电（记者周润健）《中国天文
年历》显示，北京时间12月
7 日 6 时 33 分迎来“大雪”
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
开始。专家提示，此时节，
天气更冷，公众要注重日常
保健，加强锻炼，减少和避
免感冒、咳嗽等呼吸系统疾
病的发生。

进入“大雪”节气后，
天气越来越冷，我国北方开
始出现大幅度降温天气。中

央气象台预计，10 日前后，
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
国，届时，中东部地区气温
将出现下滑。

值此时节，专家提醒公
众，注意头部、胃部和足部
保暖，尤其是要保持脚部清
洁干燥，袜子常换常洗，每
天用温热水泡脚，同时按摩
双脚的穴位，每天坚持步行
半小时以上；饮食调理上要
忌讳黏、硬、生、冷，提倡

“晨起服热粥，晚餐宜节食”。

明日“大雪”
仲冬时节正式开启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今年年初以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河长制工
作，积极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周密安
排、强化督导，促进了全市河长制工作
的有序推进。

我市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市政
府常务会议、市总河长会议，对河长制
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市委书
记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分
别就河长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
地、各部门充分认识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加快工作推
进，确保我市今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
制。

6月30日，我市印发市级河长制工
作方案，各县（市）区、各乡镇分别印
发县、乡级河长制工作方案，设立市、
县、乡三级总河长，对所有河湖分级、
分段设立市级河长 9 人、县级河长 98
人、乡级河长 449 人、村级河长 1225
人，将全市流域面积 30 平方公里以
上、流域面积 30 平方公里以下且对当
地生产生活有重要影响的 21 个市级河
段、147 个县级河段、398 个乡级河
段、1856 个村级河段，全部纳入河长
制管理范围。同时，设立市、县、乡三
级河长制办公室，市、县两级河长制办
公室全部设在水利部门，由各级水利局

长担任河长制办公室主任。
为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我市科

学制订分阶段工作计划，对于需要市
委、市政府牵头实施的工作，市河长
制办公室及时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汇报，通过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市
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总河长会议进行
研究部署；对于需要河长制办公室成
员单位协同推进的工作，召开联席会
议明确工作分工，协同推进相关工作
落实；对于需要县 （市） 区完成的工
作，及时召开各县 （市） 区河长制办
公室工作会议进行安排部署，确保各
项工作稳步推进。

按照中央和省关于推进河长制工作
的要求，我市市、县、乡三级分别出台
了河长会议、督查、考核问责和激励、
信息共享、信息报送、验收6项河长制
工作制度，印发了河长巡查、河长对口
协助、河长投诉举报受理、联席会议、
河长制宣传、档案管理等工作制度。
县、乡、村三级还分别结合自身实际制
定了其他相关制度。今年下半年，我市
河长制办公室对各县（市）区工作方案

出台、工作制度制定、河流清洁行动开
展情况等进行了重点督导，及时发现和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力地推进了
河长制工作的开展。

为进一步营造全面推进河长制工
作的浓厚氛围，我市在焦作水利网开
设了 《全面推行河长制》 版块，在

《焦作日报》重要版面开辟了河长制宣
传专栏，并及时印发河长制工作简
报，对市级领导巡河等重点工作及时
进行宣传报道，从而不断提升全社会
对河长制工作的认识。

同时，我市还采取以会代训的方
式，在对每一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的
同时，注重对相关内容的讲解和指
导，确保各地、各部门真正理解和掌
握工作内容和要求；积极举办河长制
培训班，划拨专项经费，邀请相关专
家，对各县 （市） 区河长制办公室骨
干人员和各成员单位联络员进行专项
培训；通过微信、QQ 工作群、电话
等多种方式，加强与各级河长制办公
室的联系沟通，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各类问题。

我市有序推进河长制工作 本报讯（记者杜玲） 12月
1 日是我市特殊住房困难保障
家庭摇号选房的日子。当天，
263 户特殊住房困难保障家庭
按顺序号摇出选房顺序号，并选
到了自己满意的公共租赁住房。

当天 7 时 40 分，记者来到
市房产管理中心七楼会议室。
从 12 月 1 日至 7 日，今年入围
的住房保障家庭都在这里摇号
选房，不少市民早早到这里等
候。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根据
优先照顾特殊住房困难保障家
庭的政策要求，今天参加选房的
均为特殊住房困难保障家庭。”

当天15时，选房开始。选
房者依次到待选区。第一个选
房的王女士选中了征云·悦城
配建项目某单元 7 层的一套电
梯房。“现在，一家四代7口人
住在市东苑路附近一个不到70
平方米的单元房内，想选个离
家较近的房子。选这个公共租
赁住房有 2 个卧室，带暖气，
还有电梯，准备带80多岁的公
公婆婆住新房。”王女士高兴地
说。成功选房后，市房产管理
部门给王女士发放了焦作市公
共租赁住房入住通知书，待王
女士在上面签字确认后，将选
房信息录入电脑。工作人员
说，住户拿着入住通知书，根

据通知入住日期到物业办理手
续，即可领取钥匙入住。

往年，有的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因为位置偏远，不少租房
者放弃选房。当天，记者在选
房现场看到，征云·法检苑北
苑小区配建项目、征云·法检
苑南苑小区配建项目、绿都·
叠翠园小区配建项目等多个小
区都受到入围保障家庭的青
睐。参加此次选房的入围住房
保障家庭选房要求也各不同，
有的看重小区是否通暖气，有
的看重小区环境治安，还有的
看重周边交通便利。“我想选新
华南街德瑞苑小区的房子。”市
民赵先生说。“因为房子面积相
对比较大，家里 4 口人能住
下。”孙阿姨则更中意低楼层的
房子。记者了解到，选房是没
有户型限制的，符合保障资格
的选房者可任意选房。

据悉，根据我市今年公共
租赁住房分配日程安排，12月
4日至5日，一般住房困难保障
家庭按顺序号自己摇出自己的
选 房 顺 序 号 ； 12 月 6 日 至 7
日，一般住房困难保障家庭按
顺序号选房。入围家庭申请人
持本人身份证、摇号入场券、
选房入场券，按规定时间到市
房产管理中心参加选房。

263户特困住房保障家庭
选到心仪公租房

问题提出：王先生
问题陈述：我的孩子明年就该上小学一年

级了，听说上小学还要提供一些材料。我想问
一下，上小学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行动记者：许明霞
行动结果：针对王先生提出的问题，记者

近日采访了市教育局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该
工作人员说，小学招收一年级新生需要提供以
下材料：

1.招生范围内常住户口需要提供户口簿和
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到学校报名。

2.其他优抚对象持相关材料到教育局备案
审批，具体对象有：现役军人及烈士子女入学
按《焦作市教育局 焦作军分区政治部关于进
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焦
教文 〔2017〕 53 号） 要求提供部队证明、军
官证、户口簿；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按市政府
办公室 《焦作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实施办
法》要求提供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户口簿；
南水北调工程征迁户、城际铁路工程拆迁户等
优抚对象子女入学需提供拆迁协议、户口簿、
暂住证明；其他拆迁、招商引资等特殊情况的
相关证明材料等。

孩子上小学
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③③

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我市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
刺30天行动。按照市委、市政
府及市环境攻坚办的要求，即
日起，本报开辟 《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冲刺 30 天行动曝光台》
专栏，对一些环境突出问题、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督促
相关县 （市） 区和部门进行问
题整改，确保实现我市12月份
PM10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 90 微
克以下的目标。

问题提出：段先生
问题提述：2002 年我结婚时，结婚证上

登记的是我的士兵证号，因退出现役，现在所
有证件都上交了部队。最近，我到房产管理部
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被工作人员告知，因
为结婚证上登记的不是身份证号，而我所带的
身份证不能证明结婚证上的本人信息，不能办
理过户手续。我想问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
办？

行动记者：许明霞
行动结果：针对段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

近日采访了市民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该工作
人员说，段先生可以补领一个结婚证。补领结
婚证时，需要双方当事人持身份证、户口簿、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退伍证件及三张2英寸
近期合影，到原办理结婚登记机关或现户口所
在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结婚证上登记的是士兵证号
不能办理房屋过户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