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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9 日，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贵州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度住房公积

金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2020 年，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 但全省住房公积金实现

了缴存单位、缴存职工、当年缴存

额、缴存总额的“四个增长” ，总

体发展态势良好。

缴存单位方面，2020 年全年

新开户单位 8005 家， 净增单位

3588 家，实缴单位达到 51666 家；

缴存职工方面， 全年新开户职工

27.09 万人， 净增职工 8.21 万人，

实缴职工达到 269.30 万人； 当年

缴存额方面， 全省缴存住房公积

金 455.15 亿元， 同比增长 9.88%；

缴存总额方面， 达到 2924.48 亿

元，同比增长 18.43%。

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呈

现几个特点———

充分发挥了支持职工解决住

房问题的作用。 从提取情况看，

2020 年， 全省共有 139.07 万名缴

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提取额

312.47 亿元，同比增长 16.83%；提

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68.65%，比

上年增加 4.08 个百分点； 提取金

额中， 住房类消费提取占比达到

了 76.56%， 覆盖了职工购房、租

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等消费，有

效减轻了职工住房负担。 从贷款

情况看，2020 年，全省共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 8.26 万笔， 同比增长

9.55%； 发放金额 324.66 亿元，同

比增长 19.66%。

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有保

障。截至 2020 年底，全省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2918.72

万元， 逾期额与贷款余额的比值

为 0.02%；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40785.24 万

元，是逾期金额的 48.24 倍，逾期

风险安全可控。 同时，全省住房公

积金无历史遗留风险资产， 无项

目贷款逾期，无违规运行、管理资

金的情况。

住房公积金的互助性和保障

性进一步凸显。 数据显示，住房公

积金主要用于保障中低收入职

工， 支持职工购买首套住房和二

套改善性住房。 从收入情况看，中

低 收 入 职 工 占 提 取 职 工 的

82.27%，占贷款职工中的 87.25%；

从购房情况看， 首次申请贷款占

91.13%， 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8.87%；从年龄结构看，贷款职工

普遍较为年轻，其中 30 岁（含）以

下占 45.38%，30 岁至 40 岁 （含）

占 33.99%。 同时，住房公积金的业

务支出以回报缴存职工为主，2020

年全省住房公积金业务支出 24.77

亿元，其中支付职工利息 20.88 亿

元，占比 84.30%。

管理和服务工作进一步加强。

2020年，省住建厅会同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教职员工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的

通知》、《关于做好利用住房公积金

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

知》；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业务“跨

省通办”工作，实现了个人住房公积

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 出具贷款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正

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等 3项服务

事项“跨省通办” 。

近年来，全省各地公积金管理

部门结合 “放管服” 改革和政务

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 全面推行

了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一次

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等制度，不

断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努力为

广大缴存职工提供优质服务。 监

测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全

省住房公积金共缴存 1818.61 亿

元，提取 1139.94 亿元，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 1239.53 亿元，均超过了

我省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以来

至“十三五” 前历年的总和，分别

比上一个五年增长了 132.36% 、

192.14%、107.95%。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我省住房公积金去年实现“四个增长”

缴存单位净增 3588家，缴存职工净增 8.21万人，当年缴存额增长 9.88%，缴存总额增长 18.43%

本报讯 6 月 9 日，记者从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获悉， 我省

2021 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评

卷工作于 6 月 10 日正式启动。

评卷工作在省招生委员会

的领导下， 由省招生考试院统

一组织、 贵州师范大学具体实

施。 为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

开展，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网上

评卷， 成立由各学科权威专家

组成的学科评卷组， 严格执行

评卷工作规定， 强化评卷质量

监控，落实评卷各环节要求，确

保评卷过程安全、科学、规范，

评卷结果公平、公正、准确。

我省高考结束后， 省招生

考试院已邀请权威专家， 对试

题进行了评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罗海兰）

贵州高考评卷工作启动

初夏时节，在贵阳市花溪区高

坡乡石门村，灰瓦白墙的小楼，连

片的水田， 点缀着朵朵白云的蓝

天，远处连绵的群山，共同构成一

幅美丽的山村画卷， 吸引了无数

游客。

石门村是一个典型苗族村寨，

经过 30 年的发展， 这里由家家住

木屋的典型贫困村寨， 变成了如

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1.4 万元的

旅游胜地。 说起石门村的巨大变

化，村里人都说这离不开“外来媳

妇” 刘德琴的辛苦付出。

1998 年， 嫁进村的外地汉族

媳妇刘德琴进入村委会工作，刘

德琴说：“要真正融入群众、 了解

群众，真心帮扶群众，群众才会认

可你，才会支持你的工作。 ” 高坡

地处高地，没有河流湖泊，白天村

民上山干活， 天黑回家做饭还得

先挑水，生活十分不便。 刘德琴深

知自来水对村民的重要性， 上任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引入自来水项

目。 由于项目需要全村集资，每天

晚上她和村干部走进村民家中积

极动员，由于时间紧迫，大部分村

民一时无法拿出钱来， 刘德琴咬

咬牙拿出自家多年积蓄垫付给工

程队。

经过 5 个月的建设，石门村家

家户户通了自来水。 看着曾经用

罐子背水的 80 岁村民王外惹露出

高兴的笑脸时， 刘德琴心中激荡

起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刘德琴的这份努力付出村民看在

眼里，感激在心里。

解决了喝水问题，接下来就是

吃饭问题。 以前，石门村村民种植

的稻米产量不高， 往往只够吃半

年， 剩下半年家里的口粮全靠买。

2001 年，乡里的农业专家带来了杂

交水稻种子， 村民心中充满疑惑，

不愿轻易尝试。 刘德琴也心中没

底， 但是她愿意相信现代科技，便

和村干部及部分村民带头种植。

万事开头难，杂交水稻种植更

加标准化，育苗、栽种需要更加规

范，刘德琴天天行走在田间地头，

一边帮助村民栽种， 一边摸索种

植经验。 经过一年的实践，刘德琴

种植的杂交水稻获得丰收， 其他

村民看到喜人的成果后， 也纷纷

种植起杂交水稻。 经过这件事，这

位汉族媳妇再一次得到了村民的

一致认可。

2007 年， 刘德琴为还家中债

务外出打工， 凭借做事认真有责

任心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 2016

年， 花溪区开始打造 “溪南十

锦” ，乡领导动员刘德琴回来参与

家乡建设， 当年村党支部正好换

届， 刘德琴最终凭借过去出色的

工作成绩和群众的认可当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

在新的岗位上，刘德琴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中， 每日在施工现场

协调工作，推进“溪南十锦” 项目

建设，挂壁栈道、过街天桥、民族

文化广场、游客接待服务中心、村

容村貌改造……一个个项目陆续

落地。

在发展石门村经济的同时，刘

德琴也十分关心困难村民的生

活。 村民王国章是残疾人，妻子早

逝，女儿外嫁，只剩他一人在漏风

漏雨的老房子里生活。 见到此情

此景， 刘德琴与其他驻村干部一

起积极奔走， 协调有关单位筹集

资金 4.5 万元，为王国章修好了新

房子。

如今， 石门村依靠特有的自

然优势，全力发展乡村旅游，结合

“溪南十锦” 修建环山步道、观景

台等，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游客

多起来了， 刘德琴鼓励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 在她的动员下，村民王

江龙经营民宿，一年净挣 10 万元；

村民罗光敏在游客接待中心卖粉

面， 一天最多能挣 4000 多元……

如今在石门村， 越来越多的村民

做起了生意、 修了房子、 买了车

子，日子越过越好，村里一派欣欣

向荣、团结和谐的景象。

深情服务苗乡 20 年， 刘德琴

将自己最美好的时光投入到石门

村的建设发展。 “作为石门村的

‘媳妇’ ，能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出点力，我很乐意。” 刘德琴说。凭

借优秀的工作成绩， 刘德琴曾荣

获全市扶贫攻坚优秀党务工作

者、 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党组织书

记等荣誉称号。

眼下，贵阳正全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 刘德琴对石门村未

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下一步，石

门村还将打造石门锦绣田园，种

植 400 亩马鞭草，完善停车场等基

础设施，预计今年 7 月底将落地，

届时石门村不光会新增一个观光

景点， 还可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 ” 刘德琴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外来媳妇” 情系苗乡百姓

———记花溪区高坡乡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刘德琴

贵州发布贵州发布

本报讯 针对新一轮强降

水天气，6 月 9 日 18 时， 贵州

省水利厅、 省气象局联合发布

大范围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具体预警内容为，6 月 9 日

20 时至 6 月 10 日 20 时， 贵阳

市南明区、观山湖区、白云区、花

溪区、清镇市，安顺市西秀区、平

坝区、普定县、镇宁县、关岭县，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水城区、盘

州市，黔西南州普安县、晴隆县

等 15 个县（市、区）为黄色预

警，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贵阳市乌当区、修文县、开

阳县、息烽县，黔南州瓮安县、

福泉市、龙里县、贵定县、长顺

县，毕节市黔西市、织金县、纳

雍县，六盘水市钟山区等 13 县

（市、区）为蓝色预警，有可能

发生山洪灾害。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提示，

由于贵州高原喀斯特地形地貌

特殊复杂，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除了上述 28 个预警县 （市、

区）外，其他县（市、区）也可

能因局地短历时、高强度、大密

度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

各地积极做好实时监测、 防汛

预警等防范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发布预警———

28个县市区

须防范山洪灾害

本报讯 6 月 9 日，2021

年贵阳市“乡村振兴” 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暨民族体育展演在

贵安新区湖潮乡车田村举行。

本次系列活动旨在有效

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彰显乡村特色、丰富

群众文化体育健身活动，点燃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体育

活动的热情，让人民群众在运

动中领略体育的魅力，增强社

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展示农

村新风貌。

本次系列活动共设 4 个主

题活动， 预计每场活动参与人

数 500 人。 期间， 将在贵安新

区、 花溪区、 修文县分别举行

“民族体育展演， 挖掘民族特

色”“追循红色足迹，感悟革命

精神”“感悟知行合一，乡村振

兴篮球赛”“采蔬收果庆丰收，

乡村振兴捧硕果” 4 个不同主

题的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2021年贵阳市

“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