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一核定冶的目的是确保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
年一调整袁每年自缴存 1月份
公积金起袁单位要按职工上一
年度月平均工资重新核定本
年度的缴存基数袁确保缴存基
数是职工的真实收入水平袁依
法维护职工权益遥

野两调整冶中的第一次调
整是与野一核定冶同步进行的袁
核定完成新基数后袁单位在缴
存本年度 1月份公积金前袁要
及时准确完成第一次调整工
作袁 确保缴存额准确无误曰第

二次调整因为当年度 1-6月
份仍执行上一年度公布的缴
存基数标准袁但部分工资收入
较高群体核定的上一年度月
平均工资实际已超过 1-6月
份执行的缴存基数上限标准袁
因此在 7月份后公布新基数
范围后袁允许该部分人群可在
新基数范围内进行第二次调
整袁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遥

野一备案冶的目的是住房
公积金管理机构为依法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袁监督单位依照
住房公积金相关法规规定履

行单位缴存义务袁根据承诺办
理制原则袁明确单位在每年缴
存 1月份前应完成的相关工
作遥 每年缴存 1月份公积金
前袁单位通过网上服务大厅或
柜面渠道备案本单位缴存职
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数据袁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加强与
税务部门工资数据共享袁完善
工资数据对比袁核查单位依法
履行义务情况袁及时纠正单位
违法违规行为袁依法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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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琼岛最近温度和湿度
都挺低袁 小伙伴们还是要多补水防晒
哦遥记者 7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袁
野娜基莉冶7 日 16 时中心位于北纬
13.6度袁 东经 117.0度袁 预计袁野娜基
莉冶 中心将在南海东南部海域回旋少
动袁8日开始转向偏西方向移动袁强度
逐渐加强袁最强可达台风级渊12 级冤袁
10日白天到夜间在越南南部沿海地
区登陆袁登陆后强度迅速减弱遥 受野娜
基莉冶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袁7日耀10日袁
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有强风雨天气遥
请有关部门继续做好防御工作遥此外袁
海南省气象局 7日 17时继续发布台
风四级预警遥

陆地方面院预计 7日-9日袁受东
北气流影响袁全岛以晴好天气为主袁其
中 9日东半部地区有分散小雨遥

10日耀11日袁受偏东急流影响袁海
南岛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尧 局地暴
雨袁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有小阵雨袁其
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院7 日耀10
日袁 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有强风雨天
气袁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工作曰同时海
上风力大袁 海上作业的船只要做好防
风准备遥

海南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全岛天气晴好
局地有小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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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王敏冤为
进一步夯实脱贫攻坚工作基础袁彻
底解决精准识别中存在的错评尧漏
评尧错退以及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料与
实际不相符等问题袁近日袁海口市烟
草专卖局组织全体帮扶责任人进村
入户开展精准扶贫野回头看冶工作遥
首先开展实地走访袁 解决工作

推进上的野精准问题冶遥 帮扶责任人
分组进村入户排查袁根据野两不愁三
保障冶要求袁对 15户贫困户进行了
全覆盖尧无遗漏的识别和复核袁实地
了解贫困户基本信息尧致贫原因尧脱
贫措施等问题袁 并分别建立走访台
账袁确保每户信息准确无误遥其次严
格规范程序袁解决帮扶措施上的野精

准问题冶遥帮扶责任人对摸底排查情
况进行研判袁根据脱贫攻坚实际袁分
类填写叶脱贫户野回头看冶入户排查
表曳叶2019 年贫困户信息采集表曳
叶2014 年度到 2019 年度贫困户帮
扶措施信息采集表曳等袁进一步提高
精准识别的规范性和准确性袁 为落
实因户施策的帮扶措施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遥再次吃透扶贫政策袁解决责
任落实上的野精准问题冶遥 帮扶责任
人以公开尧公正尧公平为原则落实好
精准识别责任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袁
找准工作方法遥在排查过程中袁时刻
注意群众情绪袁及时缓解群众矛盾袁
深入讲解政策要求袁 避免出现群众
争当贫困户的不良倾向遥

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回头看”工作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总经理金忠理
到三亚市烟草专卖局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刘晶晶冤
近日袁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尧总经理金
忠理一行到三亚市烟草专卖局开展
第二批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
教育专题调研遥
在交流座谈会上袁金忠理认真

听取了三亚市烟草专卖局开展主
题教育尧 专项整治问题尧野三沙冶品
牌卷烟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汇报袁同
时重点了解主题教育中调查研究
发现的重点难点问题和 野三沙冶品
牌卷烟培育现状尧 遇到的问题袁并
对存在的热点尧难点问题袁与三亚

市烟草专卖局领导班子以及相关
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袁充分听
取意见和建议遥

金忠理对三亚市烟草专卖局
扎实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给予肯定袁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五点要求院一要继续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贯穿主
题教育始终袁 坚持全面系统学尧深
入思考学尧联系实际学袁不断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
到野两个维护冶遥二要严格按照主题

教育工作部署袁结合国家烟草专卖
局专项整治具体要求袁在推动学习
教育尧调查研究尧检视问题尧整改落
实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始终上下功
夫袁精准开展调查研究袁把问题找
准查实袁切实抓好整改落实遥 三要
注重抓好典型教育袁善于用身边人
讲身边事尧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袁
注重发挥劳模尧扶贫先进尧优秀党
员等榜样带动作用袁激励广大党员
干部崇尚先进尧学习先进尧争做先
进曰同时要以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的
通报为镜袁切实发挥反面典型警示

教育作用袁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
防线遥四要按照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和目标袁 创新方式方法和实践载
体袁在落实好野规定动作冶的同时袁
突出野自选动作冶特色袁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遥五要坚持
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手
硬两促进袁 真正把学和做结合起
来尧把查和改贯通起来袁着力把初
心使命变成全体干部职工锐意进
取尧 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
干尧真抓实干的行动自觉袁努力推
动海南烟草高质量发展遥

临高县烟草专卖局组织开展2019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
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王祚弘冤

根据省委关于贫困县脱贫退出工作
程序有关要求袁为做好 2019年度扶
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袁近日袁临高县
烟草专卖局组织全体帮扶责任人前
往对口帮扶的皇桐镇富雄村袁 与村
野两委冶干部尧驻村工作队共同开展
入户排查袁 了解掌握帮扶村扶贫对
象动态管理情况遥

本次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范
围覆盖村里的每一户袁 各帮扶责任
人深入到每户贫困户家中核实 野两
不愁尧三保障冶以及产业就业和其他
帮扶措施落实情况袁 并及时查找问
题袁增添措施袁进行整改遥同时袁与每
户贫困户核查数据袁认真填写叶贫困
户家庭纯收入清单曳尧叶贫困户信息
对照表曳尧叶脱贫户野回头看冶入户采

集表曳等表格袁确保高质量完成贫困
村脱贫摘帽任务遥
临高县烟草专卖局要求驻村工

作队员与第一书记要落实县委扶贫
工作的相关要求院一要高度重视袁精
心组织袁集中精力袁开展自查自纠袁
确保取得实效遥二要统筹谋划袁力求
时效袁做到加强协调袁倒排工期袁把
握重要环节和关键时间节点遥 三要

强化责任袁落实整改袁各帮扶责任人
要认真履职尽责袁 扎实开展排查工
作袁对照排查指标认真自查袁发现问
题及时汇报尧及时研究尧及时整改遥
此次开展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做

到了查漏补缺袁补齐短板袁同时袁通
过排查进一步落实了帮扶政策袁降
低了错退率和漏评率袁 切实提高了
帮扶质量和群众满意度遥

海南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管理工作

单位不得随意降低职工缴存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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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佳宁冤 11月 7日袁 记者从三
亚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了解到袁该处决
定自 11月 8日起暂停 叶巡游出租汽
车驾驶员证曳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曳考试报名袁待该系统升级完
成后恢复遥
根据 叶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

一步做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考试管
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曳渊琼交运输也2019页
531号冤 相关要求袁野巡游出租汽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认定冶和野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冶 两个事项
合并为 野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认
定冶袁叶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曳叶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曳 的考试和发
证实行野两考合一冶野两证合一冶遥
因 野海南省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

统冶升级尚未完成袁为避免给出租汽车
驾驶员带来不便袁经研究袁三亚市道路
运输管理处决定自 11月 8日起暂停
叶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曳叶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曳考试报名袁待该系
统升级完成后恢复遥 具体恢复考试报
名时间以及报名方式尧考试办法尧考试
内容渊题库冤等将通过三亚市交通运输
局官网尧 三亚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运政
大厅告示通知遥

暂停出租汽车司机
从业资格考试报名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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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李兴民冤 自 2018年 12月省
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 叶关于规范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工作的公告曳
以来袁各缴存单位在履行缴存职责尧
依规进行缴存基数核定尧 明确缴存
基数调整次数等规范缴存管理工作
方面取得较大成效袁 但仍存在一些
单位一年多次反复调整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袁 有的单位不按职工上一
年度实际月平均工资核定缴存基数
缴存袁 甚至按最低缴存基数标准缴
存袁严重损害了缴存职工合法权益遥
为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

管理工作袁 依法维护职工权益袁根
据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曳有关规
定袁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现就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有关问题重申
如下遥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说袁 严格落实职工住房公积金月
缴存基数袁按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
平均工资核准的规定袁上一年度月
平均工资按上一年度工资总额进
行平均计算袁单位不得违规随意降
低职工缴存基数遥单位核定的职工
缴存基数必须控制在住房公积金
管理机构公布的所在市县不低于
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袁不高于在
岗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3倍的
范围内遥

该相关负责人说袁 住房公积金
管理机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袁 畅通
与税务部门进行联网核查职工工资
薪金收入的渠道袁 对单位存在虚报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袁 或擅自
降低职工缴存基数标准袁 损害职工
合法权利的违法行为袁 接受职工投
诉并进行追究袁 将单位视为不诚信
行为记录在案袁适时开展联合惩戒遥

政策解读

根据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曳第十六尧十七条野职工住房
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
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遥单
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

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
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
金缴存比例冶规定袁住房公积金
的月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
年度月平均工资袁 但当前我省
仍有一些缴存单位未按照规定

核定职工月缴存基数袁 擅自降
低基数甚至以最低缴存基数标
准缴存袁 严重损害职工合法权
益遥 为此我局对相关规定进行
重申袁规范单位缴存行为袁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遥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袁实
际是按职工上一年度工资总

额进行平均计算所得遥具体哪
些项目应计入工资总额袁应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叶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 曳 渊统制字
[1990]1号文冤的内容为准遥

工资总额如何确定？

出台公告的依据

如何理解“一核定、两调整、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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