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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村!泥鳅养殖"养#出一条致富路

!

晚报记者 张擘

本报讯 !帮我们建大棚"帮我们请

专家作讲座" 帮我们搞特色种植和养

殖"让我们得到了实惠"真的很谢谢他

们# $说起市委农办帮扶工作队"西华县

奉母镇前段村村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在前段村"贾素粉是第一个进行泥

鳅养殖的人"她根据从市委农办请来的

专家那里学到的养殖技术"将土地改建

成水塘开始养殖泥鳅"如今"泥鳅养殖

成为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养殖的

泥鳅数量和质量非常好" 我打算过完

年就扩大养殖面积# $ 贾素粉告诉记

者"她刚开始养殖泥鳅的时候"虽然从

专家那里学到了技术" 但由于从未接

触过泥鳅养殖" 第一次出塘的泥鳅并

不理想" 后来与市委农办帮扶工作队

联系后" 工作队再次请来专家为她进

行了指导" 让她养殖的泥鳅很快就有

了起色#

其实"市委农办对前段村的帮扶远

远不止这些#针对村民的生活条件和经

营状况"市委农办选出特色"突出重点"

结对帮扶"每个班子成员帮扶至少两户

村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

!市委农办为我们请来的专家讲授

的技术知识非常实用"引导我们发展经

济作物和种植蔬菜大棚更是让我们得

到了实惠# $前段村村党支部书记刘顺

华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村一些村民有

种植辣椒的经验"但多年来都是小打小

闹#去年"市委农办协调
35

万元科技扶

贫专项资金扶持村里发展大棚生产和

辣椒种植及养殖业大户" 使全村大棚

数量发展到
75

个" 占地
+,5

多亩"还

扶持
+5

户养殖户"辣椒种植面积进一

步扩大# 今年"市委农办又协调
35

万

元到户增收专项资金" 帮助前段村大

棚生产发展#如今"种植规模上去了"成

本减少了"效益上去了"村民对市委农

办的帮扶发自内心感激# !市委农办还

帮助俺们修了路"安装了路灯"让俺们

村成为西华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

村# 下一步"我们将带领村民对垃圾乱

堆%污水乱排%秸秆乱放%房屋乱建等进

行集中清理"尽快实现村容净化%绿化%

美化# $

市委农办帮扶工作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

快土地流转" 将土地流转到急需搞种

植%养殖的农户手中"实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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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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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为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

职工住房消费能力"支持缴存职工购买首套

和改善型自住住房"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

+5

月
8

号"住房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发展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是提高缴存

职工住房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缴存

职工的基本权益# 当前"各地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业务发展不平衡" 部分城市对

贷款条件要求过严"住房贷款发放率较低"

影响了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 也削弱了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作用# 为此"&通知'规

定( 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

个月

)含*以上 "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 对曾经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在现缴

存地缴存不满
-

个月的" 缴存时间可根据

原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

证明合并计算# 同时"按照支持基本住房消

费原则"&通知'强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对象

为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第二套改善型普通

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 不得向购买第三套

及以上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是影响制度互助

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按照支持基本住房

消费%资金充分运用等原则 "&通知 '要求 "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率低于
739

的设区城市" 要根据当地商品住房价格和

人均住房面积等情况" 适当提高首套自住

住房贷款额度" 加大对购房缴存职工的支

持力度#

当前"职工跨地区流动日益增强"在就

业地缴存%回原籍购房需求增多# 为适应职

工流动性需要"&通知'要求"各地要实现住

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和转移接续" 并推

进异地贷款业务" 即职工可持就业地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 向户籍

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

按照 &条例 '规定 "设区城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机构应实行统一的规章制度% 进行

统一核算#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知'要

求"未按照 &条例 '规定调整到位的分支机

构" 要尽快纳入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统一制度 %统一决策 %统一管理 %统一

核算# 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筹

使用分支机构的住房公积金#

针对部分城市贷款发放率较高" 资金

流动性紧张 " 职工贷款排队轮候等现象 "

&通知'要求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

放率在
739

以上的城市"要主动采取措施"

积极协调商业银行发放住房公积金和商业

银行的组合贷款#

为切实维护缴存职工利益"降低贷款中

间费用"减轻贷款职工负担"&通知'规定(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担保以所购住房抵

押为主# 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保

险%公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机构担保等收

费项目#

&通知'强调"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与房屋产权登记机构应尽快联网"实现信息

共享"简化贷款办理程序"缩短贷款办理周

期# 健全贷款服务制度"完善服务手段"全面

开通
+,6,8

服务热线和短信平台
:

向缴存职

工提供数据查询%业务咨询%还款提示%投诉

举报等服务#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要加强对各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业务的考核"定期进行现场专项检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 %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要加强分类指

导" 加大对贷款发放率低的城市督促检查

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住房公积金

有效使用和资金安全# !庄胜春"

我国设立
"扶贫日$

!!!!!!+2

月
+1

日#国务院

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

!左二"在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情况$

当日# 国务院扶贫

办副主任郑文凯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扶贫日和社会

扶贫工作有关情况$ 据

介绍# 从
,2+1

年开始国

家将每年的
+2

月
+;

日

设立为%扶贫日&$

新华社发

+2名法官
%一对一$帮扶留守娃

!!!!!

我市!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

手拉手"活动启动

!

晚报记者 张燕 文
!

图

本报讯 留守娃吴双有了一位!法官妈妈$,

+2

月

+1

日下午"我市!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活

动正式启动"

+2

名法官现场与
+2

名留守儿童结成帮

扶对子!如图"#

为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的和谐环境"同时本着一份强烈的社会担当"周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市关工委%市文明办%周口报业传媒集

团%团市委%市妇联%市教育局%周口电视台联合开展

了!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活动#

启动仪式上"最为激动的莫过于
+2

名法官"因为

他们与
+2

名留守儿童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对子"从此

以后"他们身边都多了一位需要关心%呵护的孩子#!孩

子"你小小年纪承受着分离的痛苦"提前承受着生活的

艰辛与不易--这一刻" 我想牵起你的手给与你母亲

的温暖--在你父母不在身边时"给你一个电话%一句

问候%一件礼物"从而化解你心中的苦涩"让你感到温

暖"有一个依靠的肩膀# $在给留守儿童的一封信中"

!法官妈妈$张亚敏)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

判庭法官*作为帮扶代表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据介绍"!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手$ 活动

将对我市农村困难家庭留守儿童信息进行摸底调查"

并建立档案"在各县)市区*确定
+22

名留守儿童作为

重点帮扶对象" 由少年审判法官家庭与他们结对.我

市省级以上文明单位要分别确定
3

个城市儿童家庭

与帮扶村留守儿童结对# 结对家庭通过结亲情%交朋

友% 送温暖等多种形式对留守儿童进行 !一对一$帮

扶#

最后"

7

家单位代表不仅给留守儿童发放了 &留

守儿童普法宝典'等书籍"还倡议全社会与留守儿童

结成帮扶对子"正确适时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像父母%

像兄妹那样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亲情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