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职工

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单位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个人、单位缴存比例原则上应一致)。

至于缴存比例,我市财政拨款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缴存比

例上限为12%,其他单位缴存比例超过12%的部分,应按国家税收政策规

定纳税；缴存比例下限不低于6%,缴存比例低于6%的单位,应按照困难

企业申请降低缴存比例的条件进行申请。

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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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广场是集文化与休闲等功能

于一体的活动场所，将与邓小平故里、思源广场连

成一线， 形成广安未来城市发展的又一景观核心

区域。由成都市捐建的邓小平图书馆，是全世界唯

一以邓小平姓名命名的、 集专业性和公共性功能

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图书馆， 现为国家一级图

书馆，已成为广安人文教化的标志性平台之一，因

设施陈旧老化，急需修缮提升。实地考察时，就广

安市提出的广场建设、 图书馆修缮中需要成都市

具体支持的事项，黄新初一一作了系统安排。

随后，两市在图书馆会议室举行了座谈。黄新

初说，成都市党政代表团此次来广安，主要是贯彻

落实中央、 省委关于小平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有

关精神和部署， 全力支持伟人故里建设发展，同

时， 学习借鉴广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的鲜活

经验，进一步深化两市交流合作。

黄新初说，广安是小平同志的家乡。实地考察

后，我们深刻感到，广安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省

委“三大发展战略”，为小平家乡的建设特别是未

来的改革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体现了为民务实

作风。 特别是你们以筹备小平同志诞辰纪念活动

为统揽，统筹推进改革开放、项目投资、民生改善

和群教活动， 有力推动了城市科学发展、 加快发

展。作为兄弟城市，我们为广安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感到由衷的高兴！ 你们在跨越发展中创造的很多

好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黄新初说，今年是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坚

持把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努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小平同

志最好的纪念。纪念活动，既是广安的大事，也是

全省包括成都在内的要事。 成都不仅要在心里

面、思想上感恩缅怀小平同志，更要在行动上积

极配合搞好纪念活动，全力支持伟人故里建设发

展，切实发挥好四川省会城市、“首位城市”的表

率作用。

侯晓春说，当前，广安市正按照中央、省委有

关要求部署， 紧锣密鼓地筹备小平同志诞辰纪念

活动。长期以来，成都、广安两市保持着密切交流

合作，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成渝经济区建设等重大

机遇，以及全省正在实施的“三大发展战略”，将

两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侯晓春说，成都是四川的“首位城市”，广安

是四川年轻的地级市，发展的差距较大。实现小

平同志“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的殷殷嘱托，离

不开成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在小平同志诞

辰110周年之际，成都市热忱参与“感恩小平·我

为小平家乡发展作贡献”主题活动，黄新初书记

更是亲自率代表团来广安对接纪念活动具体支

持事项，充分体现了成都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

民对小平同志的感恩缅怀、对小平家乡的深情厚

谊。广安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一定牢牢铭记

在心，将此作为巨大支持和鞭策，抓紧抓好纪念

活动各项筹备工作，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小平

同志诞辰110周年。

成都市领导朱志宏、黄建发、杨伟参加考察。

广安市领导袁险峰、肖友才、唐雄兴、杨利民陪同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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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缴存上限上调 贷款额度或更高

随着账户余额增加，贷款额度也会提高，但总额不能超过4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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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圈层共同发展

“统筹城乡”战略旨在推进成都

市的“圈层融合”，构建全域成都一体

化的经济格局， 实现成都市三大圈层

错位发展、协调发展、一体发展。

成都市属的区（市）县按距离

中心城区的远近，分成三个圈层。一

圈层是中心的5个城区加高新区，二

圈层是近郊的6个区（县），三圈层

是远郊的8个县（市）。这三个圈层

不仅是地理的分区， 也是经济的分

区。一圈层是市域经济的“头雁”，

二圈层是市域经济的“中雁”，三圈

层是市域经济的“尾雁”，一、二、三

圈层的经济规模大致呈现出3:2:1的

倍差关系。

成都市的决策者发现， 市域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 圈层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不健全， 制约了成都经济社会的

进一步发展。 为推进全域成都一体化

发展，建立健全配套的体制机制，形成

对内聚合力， 成都市委提出了实施

“统筹城乡”战略。

位于一圈层的青羊区，与位于三

圈层的蒲江县共同制定了 《深化青

蒲对流促进圈层联动领先发展九大

行动计划》。作为双方投资合作的平

台公司，成都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应运而生。成都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仲明礼表示， 双方以 “共

赢” 为原则， 在蒲江共建青蒲工业

园，引导在青羊发展空间有限的中小

企业到蒲江发展，引导蒲江拟在外地

发展的规模企业到青羊发展，并保留

原优惠政策的连贯性，促进企业的二

次创业。

博世效应

在统筹城乡战略的推动下， 蒲江

县和青羊区提出“产城一体”的发展

模式，围绕蒲江农业产业化发展、饮料

食品、轻工以及印务包装等特色优势，

搭建了多个中小企业园区。 如寿安镇

的“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是继江苏

太仓之后中国第二家中德中小企业合

作园， 这也是蒲江县和青羊区合作建

园的代表。

博世的到来，产生了博世效应，众

多德国公司纷至沓来寻求发展机会。

而国内不少企业亦看到机会， 如东南

亚最大的水性油墨生产商广东天龙油

墨已落户蒲江。目前，“博世效应”进一

步体现。 从发展模式的创新到高端产

业的聚集，从世界500强到国内100强企

业的纷至沓来，蒲江经济发展中，工业

挑大梁的步点正在加快。 寿安工业园

区已签约28家企业，签约投资总额达45

亿元，其中投产20家，年产值18亿元。

对于未来，寿安镇的定位是，力争

用5～8年时间，投资100亿元，打造中

西部“资源最能显效，产业最具效益，

人才最愿效力”的“三最新城”。

成都市在“统筹城乡”战略上的

步伐并不局限于工业经济的发展中。

通过多方位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改变了过去成都市三个圈层各区

（市）县经济发展各自为政的格局，全

域经济一体化的观念逐步在各区

（市）县的发展中得到体现，从过去的

单独发展到结对发展，各区（市）县在

合作中取得了共赢。

原文载于 《

21

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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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公积金中心

获悉，2014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将上调， 上限

下限都将调整。其中，最低下限为1070元，上限

为15751元。调整后，职工每月的住房公积金缴

存额将相应增加，如果使用情况不变，那么账

户余额就会增加，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或

者还贷都将享受到更多的实惠。

据了解，职工每月的住房公积金缴存额是

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计算得来的，缴存基数

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2014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后， 上下

限都有所上涨。据了解，成都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上限标准是根据我市国有企业在岗职工

平均月收入和其平均增长率来测算确定，下

限标准是根据上一年度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确

定，职工收入水平逐年提高，缴存基数和缴存

额也应相应上调。

调整后，成都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

调整为15751元， 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107

元，上调幅度达7.5%。下限按照各地区最低工

资标准执行，其中，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

堂县、大邑县、蒲江县，缴存基数不得低于1070

元； 我市其他区 （市） 县缴存基数不得低于

1200元。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参照以上标

准执行。

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单位要及

时对职工的缴存基数进行调整，原则上应在今

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前完成基数

调整工作。

目前，成都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和账户余额挂钩。贷款额度的计算公式为：单笔

可贷额度=借款人(包括共同借款人)申请贷款时

上月住房公积金正常缴存余额之和×20(倍)。

由此，缴存基数提高后，一些职工的账户

余额也会随之增高， 那么贷款额度也会提高。

不过，目前，公积金贷款总额不能超过40万元。

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获悉：成都将建立市级

心理维护中心、县级心理维护中心、校级心理辅导

室（中心），打造心理维护立体网络。三级心理维

护体系建设是新出台的《成都市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发展规划（2013-2017年）》第一大工程。

《规划》明确，到2015年底，所有中小学校

（含职业高中） 将全部建成心理辅导室 （中

心），10个城区全面建成二级心理维护中心；

2016年底，建成市级心理维护中心；2017年底，

21个区（市）县全部建成二级心理维护中心。

这是成都出台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第

三个五年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17年，成都

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建立成熟的心理健康教育

服务体系，构建起市、县、校三级心理维护体系

和学校、家庭、社区协作机制。

（综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如按缴存基数上限

15751

元，缴存比例上限

12%

计算

《21世纪经济报道》聚焦成都区域均衡

升级版统筹城乡

推动成都区域均衡发展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注成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成都中小学将建三级心理维护系统

“这里和博世在德国的小镇很像。”博世电动工具厂

厂长杨启明谈及他对成都蒲江县寿安镇的感受时如是说。

博世电动工具厂是世界500强博世集团的子公司，

2011年至今，博世集团落户成都的4个项目中，有3个项目

都选择了蒲江。

杨启明认为，德国企业偏爱这座距离成都55公里的远

郊小镇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拥有德国企业一向看重的良好

的生态环境，同时还拥有医院、学校和高品质住房等完善

的生活设施，非常符合德国人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事实上，蒲江县寿安镇之所以能打动德国人，正是由

于成都实施了五大兴市战略之一的“统筹城乡”战略，令

小镇与成都中心城区一起快速发展所致。

制图 邬艺

深化交流合作

全力支持伟人故里建设发展

15751

×

12%

×

12%

15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