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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当前，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度越来越高。有关部门铁腕护

“绿”，祭出通报、约谈、问责等手段。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更是力度不减，生态环境保护保持高压态

势。从宽松软到现在从严从紧从快处理，环保利剑出鞘将成常态——

从约谈、通报到问责，生态环境保护保持高压态势——

环 保 利 剑 频 频 出 鞘 威 力 初 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当前，深圳市住房事业发展面临市场商品房价格高企、住房

供需不平衡、住房结构不合理、住房保障不充分等难题

公共租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20%左右，主要面向低收入

及部分中等偏下收入户籍住房困难居民

20年来最给力住房新政出台，2035年新增各类住房170万套——

深圳许下“十八年住房之约”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注意啦注意啦！！公积金额度下月调整公积金额度下月调整
一般来说一般来说，，住房公积金是以上一年的住房公积金是以上一年的 77 月月 11 日至当日至当

年年66月月3030日为一个年度单位作调整日为一个年度单位作调整。。因此因此，，所在单位一所在单位一
般在般在77月份根据员工上一自然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为员工月份根据员工上一自然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为员工
调整公积金缴纳基数调整公积金缴纳基数。。本期主持人针对相关问题本期主持人针对相关问题，，为广为广
大网友答疑释惑大网友答疑释惑。。

问问：：个人住房公积金是如何计算的个人住房公积金是如何计算的？？
主持人主持人：：《《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职工职工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住房公积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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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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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每月存入账户的住房公积金由两部分构每月存入账户的住房公积金由两部分构
成成，，分别是个人缴纳和单位缴纳分别是个人缴纳和单位缴纳。。

问问：：公积金缴存数额有哪些限定公积金缴存数额有哪些限定？？
主持人主持人：：根据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单位和个人分单位和个人分

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1212%%的幅度的幅度
内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
中扣除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
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工资的33倍倍，，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定执行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定执行。。

不久前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了发布了《《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
成本的通知成本的通知》，》，其中明确其中明确，，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为
55%%，，上限由各地区按照上限由各地区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程规定的程
序确定序确定，，最高不得超过最高不得超过1212%%。。缴存单位可在缴存单位可在55%%至当地规至当地规
定的上限区间内自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定的上限区间内自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同时同时，，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
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3
倍倍。。凡超过凡超过33倍的倍的，，一律予以规范调整一律予以规范调整。。

问问：：如果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如果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主持人主持人：：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个别房地产开发企业拒绝或变相个别房地产开发企业拒绝或变相

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引发缴存职工不满引发缴存职工不满。。
为此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国土资
源部在源部在20172017年底发出年底发出《《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
房贷款权益的通知房贷款权益的通知》，》，提出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住房提出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及时查处损害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权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及时查处损害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权
益的问题益的问题。。对限制对限制、、阻挠阻挠、、拒绝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拒绝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销售中介机构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销售中介机构，，要责令整改要责令整改。。
对违规情节严重对违规情节严重、、拒不整改的拒不整改的，，要公开曝光要公开曝光，，同时纳入企同时纳入企
业征信系统业征信系统，，依法严肃处理依法严肃处理。。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可通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可通过1234512345市民热线市民热线、、1232912329
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等渠道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等渠道，，投诉举报相关问题投诉举报相关问题。。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亢亢 舒舒））

华北黄淮遭遇高温“大烤”
山东北部河南北部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

本报记者 郭静原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此前一天，
重庆市石柱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和江西省宜春市等3市（县）党委或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因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
问题整改不力被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

环保约谈已实行多年，新组建的生
态环境部更是约谈力度不减，从约谈、
通报到问责，生态环境保护保持高压
态势。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宽松软
到现在从严从紧从快处理，环保问责今
后将成为常态，让不重视环境问题的人
意识到理念错误，让没有认真履行责任
的人切实履责”。

营造重视环保良好氛围

从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开展至
今，已有两年。各地明确的2147 项整
改任务已完成将近一半，一批关系民生
和重点地区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但
专项督察发现，整改不到位问题仍然突
出，一些企业“敷衍整改”，部分地区
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态度消极，
措施不力。监管层频频利剑出鞘，约谈
地方主政官员，宣示了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决心。

中国 （福建） 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院执行院长黄茂兴认为，环境保护需
要立体化的推进方式，环保督察在其
中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保持环保督
察高压，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
到实处，有助于形成长期化、常态
化、正常化的工作机制，有助于在全
社会营造和提高群众环保自我意识的
觉醒与增强。

“近来环保约谈取得了很好效果，
今后约谈力度仍会加大，督促地方政府
切实传导压力，落实整改。此外，针对
重点问题还要开展专项督察，移交问
责。”国家环保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
根表示，下一步要以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重点，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政治责任，推动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
发展。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
近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向社会公开发
布的 《2017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总体来看，2017 年全国大气和
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风
险 有 所 遏 制 ， 生 态 系 统 格 局 总 体
稳定。

给一把手戴上“紧箍咒”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对于监
管层来说，让地方政府下大力气治理大
气污染，考核官员、暂停新增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便是一道
自上而下的“紧箍咒”。

针对连续曝光一系列环境污染严
重的领域、地区和企业，生态环境部
部 长 李 干 杰 此 前 接 受 采 访 时 强 调 ：

“这是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接受社
会监督的重要措施，希望通过点名道
姓、摆事实讲道理的案例曝光，充分
发挥警示和震慑作用，‘通报一个、
教育一片’。”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向记者
表示，环保督察的目的就是要让地方政
府主要负责人有责任、有压力、有意识，
让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主动做好环保
工作。

诚如曾被约谈的山东省某市一位
市长所言：“保证不会再受到第二次约
谈。今年，我们要使环境质量有明显
改观，三年有个大变样。”

“现在还处于过渡时期，通过约谈
方式，比较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李佐军表示，环保工作牵涉到许多部
门，只依靠环保部门很难完成任务。

黄茂兴表示，约谈对于地方负责
人有提醒、指明方向和震慑作用，有
助于斩断环保腐败链。环保工作只有
一把手重视才能落到实处，否则很难
得以实施。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首先
从意识上要高度重视，地方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高污染高耗能
的产业，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地方要
着力推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形成发
展新动能。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为人民群众
提供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如果地方
环境保护工作做好了，一方面，老百
姓的生态福利得到了保护；另一方
面，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得
到了提高。”黄茂兴表示。

“新环保法出台后，让环保工作有
法可依，执法必严，问责已成为常
态。”刘友宾表示，现在是刚开始执行
的头几年，大家还没有形成遵守环境
保护法的习惯，以后环保意识深入人

心，效果将越来越明显，从长远看，问责
将越来越少。

使硬制度成为强约束

根据中央部署，今年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已正式启动，督察组
将陆续进驻黑龙江、河北、河南、内蒙
古、宁夏、江苏、江西、广东、广西及
云南等 10 省区。“回头看”重点盯住整
改不力，甚至“表面整改、假装整改、
敷衍整改”等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后续还将开展第二轮中
央环保督察，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再次
实现全覆盖。

对此，李佐军表示，随着环保督察不
断向纵深发展，如何使督察更加规范化、
程序化、常规化和法治化十分紧迫。当务
之急是加快推进环保督察法制化建设，以
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环保督察基本制度、
工作程序、责任机制等，使环保督察工作
有法可依。

完善环保督察制度已经被列入日
程。今年 4 月 25 日，李干杰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做 《国务院关于 2017 年度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时指出，今年将制定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规定,进一步压实各地方、各部门、各

主体环保责任。李干杰还多次公开表
示，正在对首轮环保督察充分总结，
研究推进有关中央环保督察相关法规
的制定工作，将其纳入法制化、规范
化轨道。

有关专家指出，环保督察工作，
要形成循环、高压的常态化态势。督
察不仅仅是问责，更重要的是要指
导，指导地方把督察发现的问题更好
地解决。此外，生态环保督察要通过
广泛传播，把督察的结果及时反馈，
向公众及时公布，形成全民行动齐抓
共管的局面。环境保护不是一把手一
个人的事情，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的工作。

6月5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
布了 《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 （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明
确了面向未来 18 年 （2018 年至 2035
年） 的住房发展目标。同时，对住房
供应结构和比例作出调整，明确了人
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赁住
房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 60%左右，
出租和出售的住房各占50%左右。

当前，深圳市住房事业发展面临市
场商品房价格高企、住房供需不平衡、
住房结构不合理、住房保障不充分等难
题。据统计，目前深圳市共有各类住房
1065万套（间）。其中，市场商品住房、
政策性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占比仅为
21%，住房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局长张学凡
表示，到2035年，深圳将新增建设筹
集各类住房共 170 万套，其中人才住
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
量不少于 100 万套。目前，深圳已结
合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调整，合
理规划布局了住房空间，进一步加大

住房土地供应力度，计划新增盘活 35
万平方公里土地用于建设各类住房。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公共租赁住
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主要
面向低收入及部分中等偏下收入户籍
住房困难居民，通过设立收入财产限
额标准实施精准保障；安排一定比例
的公共租赁住房房源，面向符合条件
的为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行
业人员、先进制造业职工等群体供
应，且不限户籍。在租金标准方面，
规定为届时同地段市场商品住房租金

的 30%左右，其中特困家庭为公共租赁
住房租金的 10%。对此，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
示，征求意见稿充分体现了深圳市发展
租赁市场的决心，对于促进租赁市场的
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从供给方面
来看，明确了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
房、公共租赁住房占比，科学地考虑了
各层次的需求，将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
良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征求意见稿针对人才住房制
度作了进一步优化，并提出通过加大货

币补贴力度鼓励支持人才租购市场商
品住房；实行租购并举，探索建立先
租后售、以租抵购制度；实行一定年
限内封闭流转；针对高层次人才将实
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并明确规定了户
型面积标准和租金、售价标准。“此次
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大住房供应、扩大
保障范围，并建立先租后售、以租抵
购制度，这将进一步提升深圳对人才
的吸引力，让人才找到归属感和幸福
感。这不仅能确保人才留下来，更能
有效防范住房被炒作。”哈尔滨工业大
学 （深圳） 党委书记、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吴德林说。

此外，为体现住房分配的公开公平
公正性，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要健全
诚信申报和信息公示制度、建立保障对
象经济状况认定核对机制、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等要求，同时设计多种分配
方式，如轮候、抽签、摇号等。张学凡
指出，在新旧政策衔接方面将按照“老
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妥善
解决已取得备案回执及已在册的公共租
赁住房、安居型商品房轮候家庭的租购
住房问题。

从6月5日起，我国华北、黄淮多地气温再度上升，
京津冀地区、山东北部、河南北部、陕西关中地区均出现
35℃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更一度冲破40℃大关，上述部
分地区还有干热风天气，可谓热浪袭人。

刚刚进入6月份，高温天气为何来得如此猛烈？国家
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勇告诉记者，从高空环流来看，目
前京津冀地区受大陆暖气团控制，以下沉气流为主，天气
为晴到少云。白天太阳辐射作用明显，地面增温快。同
时，低层以南风为主，无明显冷空气活动，这就导致华
北、黄淮大部形成高温天气。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京津冀地区高温天气尤为抢眼，
正是受到了暖气团影响。6月5日，京津大部、河北中南
部最高气温均在38℃以上。“数据显示，5月24日至6月
4日，京津冀地区的日平均最高气温也已达到33℃左右，
较历史同期的31℃至32℃偏高，但仍属于正常现象。”李
勇说。

与此同时，以北京为例，从历史同期看，观象台6月
上旬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 1968 年 6 月 5 日的 40.1℃。
2000 年以后，6 月上旬观象台极端最高气温为 38.3℃，
出现在去年的 6 月 9 日；6 月上旬最长持续高温日数达 5
天，出现在2001年6月1日至5日。

那么，本轮京津冀地区的高温天气会否出现突破历史
极值的情况呢？李勇表示，就历史极值的情况来看，
2014年5月底，北京、天津、河北都出现过41℃以上的
高温天气。截至目前，京津冀地区的高温还未达到
40℃，未来几天上述大部地区突破历史极值的可能性
较小。

6 月 6 日，高温天气主要影响地区在京津冀。北京、
天津、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
关中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5℃至 38℃，局地可达 39℃至
40℃。7日，高温范围进一步向东南地区收缩，主要影响
河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

“6月7日正值高考第一天，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
高温天气还将持续，空气湿度小，天气较为干燥，对于这
些地区的考生可能会产生一些身体方面的不适，考生需注
意防暑降温。8日，随着高温天气得以缓解，将不再对考
生造成影响。”李勇说。

专家提醒，高温天气下，水电需求量还会猛增，可能
造成局部水电供应紧张，安全隐患增加。公众在使用家用
电器时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用电高峰时段，大功率电器尽
量不要同时使用，避免引发电器火灾和设备损坏现象。

对于户外或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应当采取必要
的高温防护措施。公众需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天气预报和高
温预警，下午两点前后正是一天中天气最为炎热的时段，
紫外线照射强，容易中暑，因此这一时段应尽量避免外
出，如需出门需随身带好遮阳伞、帽，多补充水分。同
时，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
降温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