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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贺
莹莹) 6日，德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布《德州市住房
公积金自由职业者缴存管理
办法》，年满18周岁，男性未满
60周岁、女性未满55周岁，有
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在德
州市社保机构正常缴纳社会
保险一年以上，自愿履行缴存
住房公积金义务，遵守住房
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自由职业
者，可自愿申请建立住房公积
金账户，办理公积金缴存手
续，缴存比例不得高于24%，
不得低于10%。

根据《德州市住房公积金
自由职业者缴存管理办法》，

德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公积金管理部
门”)要为本行政区域内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自由职业者办
理缴存登记，并设立个人住房
公积金账户，实行集中管理。
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个
人住房储金，归个人所有。

自由职业者享有与在职
职工同等权利，提取和个人住
房贷款按照德州市统一的住
房公积金政策办理。在办理住
房公积金登记开户手续时，需
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近一年
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原件以
及受委托银行的有效银行卡
原件。受理相关材料后，公积

金管理部门为符合条件的自
由职业者设立个人账户。

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实
行“一人一户”原则。职工从原
单位离职后符合本办法并自
愿缴存的，或自由职业者开户
缴存后又与单位建立稳定劳
动关系的，应当办理账户转移
合并手续，不再另设账户。自
由职业者在异地已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再进入本市工作并
开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
或在本市开设个人账户缴存
后转出本市就业的，可以办理
异地转移接续手续。

自由职业者的住房公积
金缴存基数为其上一年度月

平均收入，缴存基数由个人申
报，最低不得低于当年职工月
最低工资标准，不得高于上一
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
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得
高于24%，不得低于10%。住房
公积金按月缴存，月缴存额按
公积金月缴存额=缴存基数*
缴存比例计算。

自由职业者应按月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参加本市住
房公积金年度缴存基数调整，
并于每月19日前将足额住房
公积金存入约定的银行卡中，
由公积金管理部门集中代扣，
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存入个
人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

的基准利率计息。因代扣账户
金额不足等原因造成连续3个
月无法扣款的，将自动封存其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自由职业者因失业、收入
减少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困
难等原因，无法继续承担缴存
住房公积金义务的，可申请停止
缴存住房公积金，经公积金管
理部门审核后封存缴存账户。
自由职业者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应及时办理封存销户手续。

《德州市住房公积金自由
职业者缴存管理办法》自2018
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在德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部试行，
12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施行。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哲 )
记者从市公用事业局获悉，
11月7日，中心城区各供热
企业已进入热循环阶段，
具备供暖条件的小区陆续
热循环到户，部分居民家中已
经有了热乎气。截至7日晚，已
有百余 个 换 热 站 开 启 ，主
管网温度已 达 到 5 0 ℃ 以
上 ，优 先 为 学 校 、医院等
单位供热。

随着热源企业换热首
站运行送热，供热主管网温
度逐渐升高，华能德州热力
公司、华鲁恒升热电公司、
市热力公司、新源热力公司
等陆续进入供暖热循环阶
段。家中暖气还未热起来的
市民需耐心等待，这与距离
热源远近或换热站是否开

启等因素有关。
7日下午，记者来到市

农机局宿舍换热站，该换热
站的一网压力已经达到7公
斤，二网压力为3 . 5公斤。截
至当天下午3时30分，供暖
主 管 网 的 温 度 已 经 达 到
49℃。据市热力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该换热站是在7日
下午1点左右开启热循环到
户。市农机局宿舍建成已经
近20年时间，是纳入老旧小
区改造的小区，市热力公司
为该小区进行了供暖二网
等设施的改造。该小区共
有 2 栋 楼 百 余 户 居 民 ，供
热面积1 . 3万平方米。记者
随机走进一户居民家中，刚
进门能明显感受到一股暖
意，家中温度计显示温度为
20℃。

市热力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热循环也是一个供暖
试运行的过程。在7日，公司
优先为学校、医院等单位开
启热循环，像实验小学、湖
滨北路小学、德州市妇幼保
健院等单位的换热站已经
开启。由于温度升高受热胀

冷缩等原因的影响，在热循
环期间市民也要留意家中
供暖设施的情况，如果家中
供暖设施出现漏水等情况
要及时修理。

据了解，整个热循环是
一个缓慢进行的过程，并不
是热源一放暖，居民家中一
下子就能暖和起来。需要经
过热源换热首站调试、一网
逐渐升温达到适当标准、二
级站开启换热，用户家中温
度才会逐步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
前部分小区居民家中的暖
气片已经开始热乎了，但不
会是所有用户同时开始送
热，用户室内温度也不一定
立即达到供暖标准，这主要
是因为管网升温需要时间，
而不同小区换热站开启时
间也不尽相同。

目前，各供热企业正加
紧工作，换热站能够正常运
行、物业同意换热站运行的
小区，各热力公司将尽快给
予送热，确保用户能够尽早
用上热，保障室温在最短时
间内达到标准。

城区百余个换热站已开启

学学校校医医院院等等单单位位优优先先供供热热

本报11月7日讯 11月6日，
乐陵市化楼镇乡贤联谊会成立
大会正式召开，113名化楼籍乡
贤的杰出代表远道而来参加了
此次会议。这标志着乐陵首个

“乡贤联谊会”正式成立，也是该
市加强新时代乡贤统战工作推
动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化楼镇乡贤联谊
会是具有统战性、地域性、社会
性、服务性、公益性的非营利性
的社会组织，主要由化楼籍在
外工作的党政干部、企业家、道
德模范和先进典型等几方面的
代表人士自愿组成，他们既了
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
社会规则，且愿意回乡造福乡
民、支持家乡建设，通过这一平
台能够充分发挥乡贤在区域合
作、招商引资、创新创业、精准
扶贫、乡风文明和社会公益等
领域的重要作用，服务化楼镇
经济社会发展。

据悉，化楼镇共有140名乡
贤，本次大会有1 1 3名乡贤参
与。会上，选举产生了乡贤联谊
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并与该镇三个省定贫
困村进行了对接帮扶签约仪
式。“乡贤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

力量，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好乡
贤联谊会这个好平台，让更多
关心家乡发展的乡贤加入进
来，让他们在服务家乡经济社
会发展中彰显作为。”该镇统战
委员王光明说道。 (刘世兴)

乐陵化楼镇：凝聚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 首个乡贤联谊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赵玲) 近日，在
德州召开的省级节水城市验收
会上传来消息，乐陵市通过资
料评审现场复核等环节考核，
达到省级节水城市标准，顺利
通过验收。

据了解，乐陵市一直高度
重视城市水资源管理和节水
工作，以创建节水型城市为重
点，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为核
心，以创建节水型企业、单位、
小区为载体，加强节约用水和
取水管理制度，推进城市生活
节水管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
发展节水产业，推广应用节水
技术、工艺、设备和器具，提倡
循环用水、一水多用、重复利
用和污水处理回用，提高雨水
资源利用率，鼓励“中水”回
用，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把水
资源利用、水环境保护和节约
用水作为重要的目标任务。于

2016年成立了乐陵市城市节
约用水办公室，负责全市计划
用水、地下水资源等城市节水
管理工作。2018年，专门成立
了“乐陵市创建省级节水型城
市领导小组”，更好地开展省
级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制定
下发了《乐陵市创建省级节水
型城市实施方案》，将国家节
水型城市34项考核指标，层层
分解落实。

截至目前，乐陵市已有3家
用水企业、单位创建成省级节
水型企业、单位，已有3家用水
企业获得节水型企业称号，3个
小区获得“山东省节水型小区”
称号。通过节水型企业、单位的
创建活动，各单位建立健全了
节水管理制度，摸清了用水现
状，配齐了计量设施，促进了节
水科技研究和节水技术改造，
推进了循环用水，提高了用水
重复利用率。

乐陵市通过省级节水城市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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