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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宁市初中教育教
学重点联系学校经验交流活
动在金乡县实验中学举行。济
宁市教科院党支部书记陈伟、
院长吴昭洪等领导出席活动；
金乡县政府党组成员、教体局
局长李英渠出席并致辞。

活动中，传达了2016年全
市初中教学工作计划，听取了
金乡、任城等县市区重点联系
学校的经验介绍，市教科院领

导结合当前形势，从高效课
堂、教学管理、特色建设等方
面提出了宏观的要求，希望各
学校进一步增强课堂引领的
功效，大力推进高效课堂改
革，改进教学管理模式，积极
推进特色学校建设，培养学生
的良好习惯和兴趣，从而大面
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全
市初中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

期间，与会人员观摩了金

乡县实验中学的语文和卜集
中学的物理课堂教学，参观了
素质教育成果展览，并观看了
实验中学素质教育汇报演出，
他们对金乡县教育教学成果
展给予高度的评价。近年来，
金乡县坚持教学优先、一线优
先、以研促教、城乡一体化教
学的工作思路，不断提升教育
教学高度，激发广大教师的工
作积极性创造性，形成了全心

全意抓质量的强大合力，各学
段教育教学质量形成了梯次
提升的良性机制，促进了全县
教育均衡发展、教学质量整体
提高，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也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济宁市教科院各学科教
研员，各县市区教研室领导，
重点联系校校长，金乡县各初
中学校长等 1 0 0余人参加活
动。（通讯员 王超 孟庆丰）

为加强青年教师间的交
流与沟通，展示教师青春风
采，增进了解，促进共同成长，
进一步推进和谐校园建设，连
日来，金乡县教体局组织开展
了青年教师联谊活动。金乡县
政府正科级督学、教体局局党
委委员王丽娟出席活动。

活动中，金乡县教体局
团委从全县青年教师志愿服
务联盟会员中，选拔了部分
优秀志愿者组成志愿服务

团，到青年教师相对集中的
羊山镇杜楼小学、肖云镇四
知小学等农村学校，开展“微
送课”活动。来自金乡县实验
小学、济宁教育学院附属小
学、司马镇周固堆小学的三
名青年教师志愿者分别执教
了示范课。她们娴熟的多媒
体操作技巧、灵活多变的教
学方法、先进的教学理念等
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在
每所学校展示课结束后，教

体局相关科室负责人，教师
志愿者们还与广大青年教师
召开了座谈会，在和谐、融洽
的气氛中，大家谈思想、谈人
生、谈理想，交流教育教学心
得，围绕示范课谈感受，以及
自身的成长经历等；为促进
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充分
发挥青年教师的生力军作
用，期间，还就成立“四点半
课堂”，即利用课外活动时
间，发挥广大青年教师多才

多艺的资源优势，为有需求
的青少年辅导书法、绘画、器
乐等，广泛征求了意见。大家
畅所欲言，献言献策，充分体
现了对教育工作的热情。

本次活动，促进了资源
共享，加强了业务交流，增进
了相互的友谊，有效推进了
青年教师志愿服务活动的深
入开展，对于促进绿色和谐
校园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讯员 王超）

3月2 9日，俄罗斯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
安东诺娃·娜达丽娅·伊万诺娃
女士一行，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海外培训学院副院长王建成、
驻俄罗斯外事主任王辉的陪同
下，来到金乡县进行国际文化交
流。金乡县政府党组成员、教体
局局长李英渠出席活动并讲话。

李英渠向客人们介绍了金
乡县的历史、经济状况、教育的

总体情况，以及金乡二中在国际
教育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他希
望客人多来金乡考察，让更多的
金乡学子到美丽的俄罗斯接受
高等教育，并勉励二中全体师生
进一步做大做强国际教学，培养
适应国家“一带一路”经济发展
的需要，满足全县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并期盼
双方合作愉快。

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双

方就国际教育和俄语教学等进
行了深入探讨，并表达了合作的
意愿；随后，安东诺娃·娜达丽
娅·伊万诺娃女士还与学生举办
了见面会，介绍了圣彼得堡大学
的历史、现状，以及留学方面的
情况，回答了学生的提问，并现
场与学生进行了亲切的交流。据
悉，金乡二中是山东省规范化学
校、艺术教育示范校，为顺应国
际教育的潮流及教育需求多元

化的需求，在上级党委政府和主
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2013月
7月成立国际部，并迅速开展工
作，已经与山东省教育厅留学中
心、曲阜师范大学、加拿大多伦
多威廉中学、俄罗斯秋明国立大
学、韩国岭南大学等国内外多家
单位进行了交流合作，成为山东
省教育厅留学中心基地学校，国
际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截至目
前，已有11名学生考入俄罗斯莫

斯科国立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
科技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受到
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此次访问，给金乡二中乃至金乡
县的国际教育和俄语教学工作
带来了更广阔的平台，将有效促
进金乡二中和全县国际教育工
作的发展，开创金乡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新局面。

（通讯员 王超 杨运河）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来金乡县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济宁市初中教育教学重点联系学校经验交流活动在金乡县举行

程远磊 山东省书协会员 山阳书
院特聘画师

金乡县教体局开展青年教师联谊 推进和谐校园建设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由单位和个人两部分组成

缴缴存存比比例例不不低低于于55%%，，不不高高于于1122%%

以下内容均依据截至2015
年底的国家、省、市住房公积金
相关政策，今后如遇政策调整，
应以最新规定为准。

2 6 .住房公积金每月缴存
额是怎样确定的？

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由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和单位为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
公积金两部分组成，均归职工
个人所有。

即：每月缴存额=单位缴存
额+职工个人缴存额；

单位缴存额=职工本人上
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单位缴存
比例；

职工个人缴存额=职工本
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职工
缴存比例。

职工和单位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比例应当相同。

2 7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是怎样规定的？

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
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5%，不得
高于12%。

2 8 .如何申请提高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或缴存比例？

单位经办人填写《住房公
积金工资基数、缴存比例调整
汇总表》，交至缴存所在地的住
房公积金服务窗口，经审核无
误后办理相关业务。

2 9 .单位怎样补缴住房公
积金？

单位经办人填写《住房公
积金汇(补)缴书》和《住房公积
金补缴清册》到缴存所在地的
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补缴
业务。

3 0 .如果单位破产住房公
积金账户如何管理？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破
产、解散或改制的，应当自发生
上述情况之日起3 0日内，由原
单位或清算组织到原单位缴存
所在地的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
办理变更登记或封存手续。

3 1 .单位不为在职职工设
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应承担什么
责任？

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第3 7条规定：“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
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
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
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

3 2 .单位未给职工缴存住
房公积金怎么办？

职工可以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和济宁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相关政策法规，
向单位主张职工自己的合法权
益，也可以向单位缴存所在地
的住房公积金分支机构反映。

由单位缴存所在地的住房
公积金分支机构对职工所在单
位进行催缴。

3 3 .职工缴存信息中身份
证信息有误如何修改？

单位经办人或职工本人持
职 工 身 份 证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一
份，填写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
变更表》(一式两份 )并加盖单
位公章，到单位缴存所在地的
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个人
信息变更手续。

3 4 .个人住房公积金开户
时使用的是一代身份证号码，
是否需要变更为二代身份证号
码？

依据 2 0 1 1 年修订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法》的规定，自 2 0 1 3年 1月 1日
起 停 止 使 用 第 一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单位经办人或职工本人持
职 工 身 份 证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一
份，填写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
变更表》(一式两份)，到单位缴
存所在地的住房公积金服务窗
口办理身份证号码变更手续。

3 5 .职工从本市调至其他
城市或地区，如何办理住房公
积金转移手续？

职工从济宁行政区域调至
其他城市或地区工作，并在新
工作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
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应
由调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出具《住房公积金转移开户证
明》，并加盖业务公章。

职工持《住房公积金转移
开户证明》和本人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各一份，到原单位缴
存所在地的住房公积金服务窗
口办理转移手续。

3 6 .职工在市内工作变动
的，如何办理住房公积金转移
手续？

职工因工作变动调出单位
或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应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转移手
续。

首先，调出单位经办人填
写《 住 房 公 积 金 汇 缴 变 更 清
册》，到单位缴存所在地的住房
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

然后，单位经办人或职工
填写《住房公积金转移申请表》
(一式三联 )，加盖调出和调入
单位公章。

最后，单位经办人或职工
本人持职工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各一份，及盖章后的《住房公
积金转移申请表》，到调入单位
缴存所在地的住房公积金服务
窗口申请办理。

37 .身份证原件已丢失，是
否可以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来办
理账户信息修改？

为了保障职工个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资金安全，办理住房
公积金业务须提供职工本人身
份证或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38 .身份证已过期，是否可
以办理账户信息修改？

已过期的身份证不可以办
理账户信息修改手续。

③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创举。济宁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自1995年建立以来，经过20年的发展，
已成为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各项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新政不断出台，为方便群众了解掌握住房公积金知识，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心
组织人员编写了《住房公积金知识100问》，选取了100个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并依据现
行政策整理了浅显易懂的答案。希望能为您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提供便利。

* 1-25个知识问答题目可详见齐鲁壹点客户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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