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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节前慰问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落
实市文明办 《关于开展“百家文明单位慰问百名困难群
众 （身边好人） ”活动的通知》 文件要求，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开展春节前慰问送温暖活动。该中心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申伟代表中心，为结对帮扶的统建 158 号楼
两名困难群众送去新春的祝福。
活动中，申伟一行与走访的困难群众热情交谈，并
送上食用油、大米等慰问品，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
以及身体状况，叮嘱他们要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受到
慰问的困难群众表示，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有保障，获得
感、幸福感越来越强，感谢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关心和
帮扶。
临走前，申伟叮嘱困难群众，在当前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护工作，并祝愿他们身体健
康、生活愉快、家庭幸福，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
节。
右图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展节前慰问送温
暖活动，为结对帮扶的困难群众送去慰问品和新春祝福。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提供)

召开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评会
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 为进一步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促进基层党建全
面进步、全面过硬，2 月 2 日上午，市
住房公积金中心召开 2020 年度党支部
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会上，该中心 4 个党支部书记依次
向中心机关党委述职，并接受评议。各
党支部书记紧扣履职情况，围绕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支部联支
部，党员进社区”等中心任务，党员干
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情况、贯彻落实 2020 年度机
关党建工作要点情况、落实全市机关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情况及“五三三”工作
机制推动落实情况等方面，汇报了各自
的工作推进情况、经验做法、存在问题
以及下一步推进措施，总结工作客观、

问题分析全面、措施办法具体。
该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郜鹏要求，
要充分落实“五抓三创三提升"机制，
细化分解、责任到人，确保各项机制在
中心落地生根。要建强党支部委员和党
员队伍，通过激励、培训等方式，把党
支部委员培养成党性强、懂政策、会工
作的党支部带头人。要建强青年研习队
伍，实施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与创
新工作室结合，引导年轻党员干部成
才、创新。要推动方法创新，依托中心
业务开展，加强培育具有焦作公积金特
色的支部党建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工
作深度融合。要推动活动创新，探索开
展新颖、开放式的组织生活。要推动激
励考核创新，完善考核体系，加强党建
工作完成质量的评价。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开展节日廉政教育

督促仍不改正的列为单位一般失信行
为，并予以惩戒；对欠交 6 个月至 12
个月的 （含 12 个月），应进行实地催
交，要求单位出具补交计划，并再次
送达行政指导书或书面督促函，经督
促仍不改正的列为单位较重失信行
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提至 50 万元
为，并予以惩戒；对欠交 12 个月至 24
个月的 （含 24 个月），经行政指导或者
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 近日，市 万元。
住住房的，婚后满 3 年，允许其配偶提 书面督促后仍不改正的，应将其列为
单位严重失信行为，提交宣传或指导
住房公积金中心连发三份通知，出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取住房公积金。
“一揽子”便民新规，对住房公积金贷 一步改善住房市场环境，根据 《住房
在 规 范 住 房 公 积 金 归 集 工 作 方 情况报告，并根据程序依法立案，申
款额度、住房公积金提取工作、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 面，该中心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 请法院强制执行；对阶段性经营困难
公积金归集工作进行了进一步优化调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公安部关于 度 受 益 范 围 。 加 大 未 建 单 位 催 建 力 的单位，应实施阶段性纾困措施；对
整。
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 度，该中心将借助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不能正常经营的单位，应制定维护职
为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优越性， 通知》（建金[2018]46 号） 等法规、规 公示系统和通过走访排查等途径获取 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措施；对自主交存
进一步支持职工基本住房消费，满足 章，该中心进一步规范公积金提取业 未建单位信息。按照辖区内未建单位 户，应在开户须知里明确告知，若发
职工的购房需求，该中心结合目前我 务，严格审核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 数量、成立时间、单位规模、参保人 生贷后停交行为，其将被列入失信名
市房价情况，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系购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房、 数、经营状况等因素，制订详细的催 单，并参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
进行了调整。其中，购买自住住房的 非配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申请提 建计划，并严格按照催建工作步骤进 行利率。
该中心还将针对性落实扩面工
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单方 取住房公积金的行为，一经核实，不 行催建工作。
交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 予提取；为防范通过虚构住房消费行
强化欠交单位催交工作，对欠交 3 作，充分吸收新市民建立住房公积金
总房价的 60%，单笔不超过 40 万元； 为等手段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严格 个月的 （含 3 个月），建立工作台账， 账户，强化与行政、事业等单位建立
夫妻双方交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 审核未在购房地长期工作、生活、居 进行电话催交；对欠交 3 个月至 6 个月 劳动关系的工作人员建立住房公积金
最高可贷总房价的 70%，由现行的单 住 ， 不 属 于 改 善 型 住 房 的 ， 一 经 核 的 （含 6 个月），应进行实地催交，并 账户，加强与受委托银行合作，积极
笔不超过 45 万元调整为单笔不超过 50 实，不予提取；职工婚前单方购买自 送达行政指导书或者书面督促函，经 开展归集工作。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台多项新规

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 为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全面从严治党的
决策部署，从严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切实加强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建设，
坚决纠正“四风”和节日不正之风，净
化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培育形成
务实节俭文明廉洁的良好风尚，2 月 5
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展节日廉政教
育，组织党员干部职工签订节俭、文
明、廉洁过节承诺书。
该中心党员干部职工按照市纪委监
委的要求作出承诺。一是严格遵守“十

个严禁”纪律要求。二是坚决执行疫情
防控有关规定。三是积极倡导文明节俭
过节。倡导文明出行平安过节、光盘行
动节俭过节、不放烟花健康过节和文明
风尚团圆过节。
通过节日廉洁教育，该中心督促党
员干部职工要更严更细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不断增强廉洁意识和责任担
当，强化自我约束、筑牢纪律底线，严
守思想防线、永葆廉洁本色，确保大家
度过一个欢乐、文明、祥和、廉洁的春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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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受好评
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感谢你们
的热情服务，我这点事又耽误你们正常
下班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的
服务就是好！”近日，记者在市住房公
积金中心听到办事群众对该中心窗口工
作人员连连赞叹。
春节临近，市民们都忙于准备过春
节。然而，记者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看
到，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
地忙碌着，保障为前来办理公积金业务
的市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站好最
后一班岗，受到了交存职工的好评。
据悉，该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继续将优质服务进行到底。一

线工作人员始终坚持提前上岗、高效办
理，延时服务、容缺服务，各项便民利
民措施一如既往地进行；网上服务大
厅、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 APP 线
上办理也正常开展；“住房公积金小谢
说”抖音直播依旧每周四 19 时 30 分准
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在大厅的工作日志
上醒目写着暖心的话语：柜员和复核人
员要提高工作效率，快速审批，及时到
账，让群众开开心心过大年。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服务目
标，我们坚决为办事群众站好节前最后
一班岗。”该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工作人
员如是说。

市第二届
“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和第三届
“技术能手”获奖人员名单揭晓
近年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市的战略部署，不
断加大技术型人才、工匠型人才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推进
以企业为主体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加大工匠型人才体制改革创新
力度，着力将焦作打造成高技能人才受到充分尊重、价值充分体
现的城市。

为表扬和宣传我市各行各业优秀高技能人才，激励更多劳动
者岗位成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中共焦作市委、焦作
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市建设
的实施意见》和《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焦作市财政局关
于印发焦作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和技术能手评选奖励办
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第二届“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和第

三届
“技术能手”评选活动。
经过层层选拔、专家评议、网上公示等环节，我市第二届“有
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和第三届“技术能手”评选活动获奖人员名
单揭晓：19 名来自生产、教学一线，为所在企业或院校作出巨大贡
献的优秀人才获得“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奖；26 名来自生产一
线，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技术人员获得“技术能手”
称号。

——焦作市第二届
“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奖获得者名单——

——焦作市第三届
“技术能手”奖获得者名单——

闫春生、张军、柴磊、王金鸣、郝茹（女）、邵俊华、薛文超、翟绍光、孔东波、刘新明、
秦红彩（女）、
赵志远、赵理鹏、程申、崔争争、吴强伟、李世同、史红梅（女）、
李卫

张海静（女）、 王郝为（女）、 禹志伟、
王虎豹、
王小利（女）、
郭贤慧（女）、
李玉兴、
李知强、
卫宇、
许新爱（女）、
黄翼、
邹繁昌、
郭飞、王鑫、
裴斌、
陈亚东、
许锦锈、朱发亮、
刘冬妍（女）、
张海涛、崔世俊、靳林峰、冯明豫、余菊（女）、
陈丹丹、
刘洋

闫春生：多氟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先
后参与国家 863 计划、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家重点
项目的建设，制定 2 项国家
标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技术能手、中原大工匠获
得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1 项、授权专利 29 项。

秦红彩：风神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设计电脑
系统程序，
企业生产线通过系
统程序编辑控制参数，
可缩短
设备检修时间至 5 分钟，
具备
自动控制工艺参数、故障报
警、追溯历史数据等功能，有
效提高工作效率，
每年可为企
业节约5万元。

张军：焦作黄河河务局
武陟第二黄河河务局高级工
程师、高级技师。结合工作需
要研制与发明多项可提高工
作效率的养护工具与生产设
备。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 20 余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

柴磊：焦作市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中心高级技师、
高
级畜牧师。
取得省市科研成果
30 余项、
国家专利 15 项，
制定
省市地方标准、
行业技术规程
（团体标准）11项，
组建柴磊劳
模创新工作室，
培养省市技术
能手9人。

赵志远：焦作万方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净化供料中心副
主任工程师。2008 年以来，自
主完成20余项技术创新项目，
为企业作出突出贡献，
产生经
济效益。
其中，
“除低除尘器无
功运行时间”
一项，
可为企业每
年节约119514元。

王金鸣：河南平原光电
有限公司光学仪器装调工，
双
工种技师。
负责企业多项科研
新品的工艺技术、技能攻关，
获得
“中国兵器北方光电集团
关键技能带头人”等多项荣
誉，传授工作经验，为企业培
养优秀人才。

赵理鹏：焦作科瑞森重
装股份有限公司结构车间铆
焊班组长。
对管子接料自动旋
转工装、
钢结构栓钉快速组对
工艺、桁架焊接反变形工艺、
法兰组对工序等技术进行创
新，全面提升工作效率，为企
业创造了经济效益。

郝茹：焦作卫生医药学
校美容教研室主任，
获得河南
省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河南省
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主持完成省、
市级优秀成果16
项，
参与完成省、
市级课题10
项，
编写教材4部，
指导学生在
省市级美容竞赛中多次荣获
一、
二等奖。

程申: 多氟多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四分厂车间主任。
工作中善于创新，
多次参与国
家级无机化工科技进步奖、
科
技成果奖项目，
申请 2 项国家
专利。始终秉承清洁生产、
节
能减排的信念，
2020年通过对
生产工艺进行优化，
累计为企
业创造经济效益1032万元。

邵俊华：高级经济师、
中原领军人才，
法恩莱特新能
源公司总经理，
兼任湖南博信
公司、
江西优锂公司董事长。
参
与国家 863 计划、国家高技术
产业化示范工程等国家级项目
建设 10 项。获国家科技成果
奖、
中国发明创业奖等奖项 6
项，
申请国家专利 81 项。

崔争争：焦作科瑞森
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在工作中
运用滚筒角焊对接焊缝、
全熔
透焊缝的焊接等焊接技术，
将
焊接失误导致产品报废的概
率降低25%。
他带领焊接组每
年为公司节省电费、
焊接材料
等费用300余万元。

薛文超：焦作市技师学
院汽车工程系党支部副书记，
汽车修理工高级技师。
多次获
得 焦作市技术能手等荣誉称
号，
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技术
能手，
多次辅导学生参加汽车
专业省、市级技能大赛，并获
得一、
二、
三等奖。

吴强伟：焦作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
通
过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实现
自动化控制，
一键不停机倒台、
无人值守等功能，
同时能将检测
的数据上传到矿的集控中心。
主
通风机投运后，
矿井主通风机功
率由920kW降低为380kW，
每
年可节约电费100万元。

翟绍光：焦作冶金技校
电子商务教师、
焦作市中等职
业学校营销类专业教研中心组
组长。
推动电子商务专业
“课赛
融通”教学模式改革，多次荣
获“全国优秀辅导教师”等称
号，
辅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共
荣获奖项10余项。

李世同：焦作交通技工
学校汽车专业实习指导教师。
指导学生参加中欧汽车知识
与技能大赛及汽车二级维护
类、
车轮定位技能类等技能大
赛并获得一、
二、
三等奖，
连续
多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
一、
二、
三等奖,多次获得
“优秀
指导教师”
称号。

孔东波：河南省法恩莱
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兼任湖南博信公
司、江西优锂公司技术总工。
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家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等
国家、
省、
市级项目建设共计13项，
获中国发明创业奖、
科技进步奖等
奖项5项，
申请国家专利75项。

史红梅：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化学检验高级技师。
参
与开发了中州铝业氧化铝、
氢氧
化铝荧光分析方法，
高铝矾土荧
光分析方法，
补充完善了高铁铝
土矿的分析曲线，
参与铝酸钠溶
液草酸根含量的测定方法、
铝酸
钠溶液中有机物测定方法的研
究，
编写我省两项团体标准。

刘新明：焦作科瑞森重
装股份有限公司。
在工作中善
于总结创新，
对三接头滚筒窄
破口双头焊、埋弧焊气体、加
长型滚筒焊接、筒体焊接气
源、清扫滚筒等技术进行改
进，为企业节约成本，全面提
高了工作效率。

李卫：焦作铁路电缆有限
责任公司氩弧焊生产线班长。
在
生产薄带超产海底光缆中，
解决
了高分子模具在线更换和手动
调节牵引焊接电流的匹配问题。
在地线生产中发明用输液瓶滴
拔丝剂，
保证了产品质量。
参与
研发通信电缆纵包带项目，
提高
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