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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6月 9日，记者从
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悉，我省进一步加
大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和职工的政
策支持力度，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
政策，实施时限暂定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
缓缴住房公积金。企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
金，无需提供缴存困难证明材料，缓缴期间
缴存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不受影响。缓缴期满后三个月内，企业应
补缴缓缴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补缴后视为

正常缴存。
此外，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以申请

调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缴存比例
和个人缴存比例均可在 5%-12%区间内降
低，同时不受“每个缴存年度公积金缴存
比例仅可调整一次、调整时间应与缴存基
数年度核定时间一致”等条件限制。

针对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建电梯等受疫情影响，
从 2021年 12月 23日起超过 5年规定提取时
限的，可延期提取。

对于因疫情防控线下业务停办，错过
2021 年度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的业务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无房职工租房提
取）；2022年办理了租房提取业务但未达到
18000元金额上限的；父母、子女购买自住
住房，在 2021年度未按原提取细则规定办
理购房提取的，可以办理一次补充提取。

在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期间，对借款人
因受疫情影响确有困难，未正常偿还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计收罚息，不
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近日，西安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西安市住建领域
稳增长二十条措施》，提出提振房地产市
场信心、推进建筑工人职业化转型等20条
措施，明确持续推进 31个公租房续建项
目，全年计划返还27亿元劳保费等具体举
措。措施有效期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出台《关于调
整商品住房交易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深入落实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精
神，因城施策调整限购限售政策。

聚焦“人、材、机”生产要素，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建筑业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对生
产所需的砂石、水泥、钢筋等原材料车辆
需跨省、市通行的，及时协调办理通行证；
对用人集中的企业采用专车“点对点”接
送工人；联合人社部门针对存在用工需求
的企业召开建筑类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
求职者搭建专业化对接平台。

推进建筑工人职业化转型，健全建筑
业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开展建筑行业“工
匠技能”大赛，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建筑工人职业技能培

训，增加建筑产业化技能人才供给，支持
有条件的建筑企业对本企业职工开展自
主评价培训，鼓励建筑龙头企业对建筑行
业从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评价培训服务。

多措并举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持续
推进 31个公租房续建项目、约 5万套的建
设任务；年度累计发放租赁补贴家庭不低
于 4400户，新增分配公租房 5000套；对选
择易地集中配建公租房项目，易地集中配
建资金可申请分期缴纳，每期缴纳资金比
例不得低于申请销售面积占项目总面积
比例，并在签订易地集中配建协议后的12

个月内足额缴纳。
统筹推进住房租赁试点工作与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
大力培育规模化专业化市场供应主体，年
度新筹集各类租赁住房 2.6万套，有效增
加小户型高品质租赁住房市场供应。

加快劳保统筹费用返还，通过简化资
料、优化流程、推行承诺制等措施加快办
理劳保费返还，全年计划返还 27亿劳保
费，确保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施工企业能够
为职工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进一步缓
解企业资金困难。

个人因疫情未正常还贷不作逾期处理
陕西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

西安出台住建领域稳增长20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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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龙）前 5个月陕煤运
销集团集装箱发运煤炭 375.5万吨，
集装箱煤炭发运量快速增长。

今年以来，该集团抢抓铁路集
装箱上量机遇，在陕煤集团多个矿
区推广集装箱运输方式，加快生产

矿区储装运系统改造，促进集装箱
运量增长。目前，彬长、榆北、陕北、
黄陵四大矿区都已开通集装箱煤炭
运输业务，集装箱煤炭运输业务规
模稳步扩大，全力保障下游用户运
输需求。

陕煤运销集团：集装箱煤炭发运量快速增长

据澎湃新闻 6月 8日，工信部
直属科研事业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上线了手机号“一键查询”与“一
键解绑”服务，可以查询手机号注册
的互联网账户情况，并提供微博、淘
宝、抖音和美团等解绑服务。

中国信通院在“号码绑定”的服
务声明中表示，号码绑定“一键查
询”服务提供查询本人持有号码期
间注册绑定的互联网账号情况；号
码绑定“一键解绑”服务提供解除本
人持有号码前（即号码注销重启前）
号码注册绑定的互联网账号关联关
系（本人持有号码期间绑定的互联

网账号不受影响）。
声明还特别指出，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在网手机用户（不
含 2021年前携号转入用户）可申请
使用本服务。本服务覆盖的互联应
用范围是微博、淘宝、抖音、今日头
条、美团、大众点评、小米生态等，具
体以申请页面为准。

据了解，中国信通院近年来已
提供了多项针对手机号的公共服
务，包括在疫情防控中广泛使用的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行程码），以及
查询名下电话卡数量的全国移动电
话卡“一证通查”服务等。

手机号“一键解绑”功能推出
微博淘宝抖音等能快速解除关联

为进一步激发汽车销售市场活力，促进消费
回升和潜力释放，依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扎实稳住经济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市政发﹝
2022﹞13号），日前，西安市商务局制定了 2022年
西安市汽车消费券发放申领实施细则。

营运车辆及特种车辆不在补贴范围内

据了解，申领西安市汽车消费券的主体必须
为居民个人，不限户口所在地。须在西安市注册
登记的限上汽车销售企业购车，销售企业以市商
务局公布的名单为准。购买车辆须为乘用车（含
新能源汽车）新车，不包括二手车，并在西安市登
记注册并办理车辆挂牌。乘用车是指在设计、制
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
和（或）临时物品，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
过9个座位的汽车。营运车辆及特种车辆不在补
贴范围内。购车时间为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
9月30日（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间为准）2022
年10月25日前西安市完成登记注册并挂牌。

对符合申领条件的居民个人购买汽车发放一
次性汽车消费券。总额度1亿元，先到先得，发完
为止。具体标准为：购车发票金额为 10万元（不
含）以下，每辆发放 1000元汽车消费补贴。购车
发票金额为10万元（含）至20万元（不含），每辆发
放 2000元汽车消费补贴。购车发票金额在 20万
元（含）至30万元（含），每辆发放3000元汽车消费
补贴。换电模式车辆购车发票金额 30万元以上
的，每辆发放3000元汽车消费补贴。

购车发票金额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中的价
税合计数为准。

通过“云闪付APP”申请

根据申领实施细则，补贴申领系统开放时间：
2022年 6月 15日至 2022年 10月 31日。补贴发放
到账时间：当月对上月申报资料集中审核，审核合

格后次月到账。
申领人下载登录“云闪付APP”-“西安市汽车

消费券”平台，选择符合汽车消费券申领条件的销
售企业，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以下资料：

（1）购车人身份证
（2）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3）机动车行驶证
（4）机动车登记证书
（5）购车刷卡POS机小票
（6）个人银行账户信息
系统将根据消费者提交申请资料时间自动排

序，审核合格后逐批发放补贴，如提交的申报资料
有误，系统平台将予以退回，按照消费者重新提交
的资料进行排序，直至总额度发放完毕为止。

消费者可在“云闪付APP”-“西安市汽车消费
券”-“查看申请进度”处查看申领进度。

提供虚假信息将依法追究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申领人必须为机动车所有人，
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
银行账户所有人一致。申领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对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
将取消补助资格、追缴补助资金，依法追究责任。

每辆符合补助条件的汽车只可申领1次西安
市汽车消费券。如遇同时期省、区县（开发区）开
展同类汽车电子消费券活动，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申领。汽车销售企业应诚信经营，对多开、虚开、
伪造销售发票协助汽车所有人骗取财政资金的，
将取消所涉车辆申报补助资格，依法追究责任并
列入企业黑名单。申领人应与汽车销售企业确
认提车、上牌时间，避免因逾期登记上牌导致无
法享受补助。

据悉，西安市汽车消费券客服电话：029-
81153267；029- 81153268；029- 81153269；029-
81153265。 （杨明）

6月7日，安康市宁陕县委编办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城关镇寨
沟村“先锋农场 田园党校”党性教育实践基地，通过田间劳动强化为人
民服务的意识。 杨宁 谢梦瑶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6月7日，
陕西移民搬迁农商科技有限公司与
陕西铂海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陕西省消费
帮扶馆举行。

此次双方战略合作的达成，使

铂海集团为农商科技公司提供资源
整合、营销推广、仓储管控、物流配
送、售后追踪等综合业务服务，从而
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共同销售扶贫
产品与市场开发，助推陕西消费帮
扶馆打造新零售体系。

陕西农商科技公司：与铂海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党美娅 王鹏程）近日，
延长石油榆神能化公司甲醇联合气
体分离装置两台氢气压缩机组单机
试车一次成功。至此，煤基乙醇项
目甲醇联合装置顺利进入关键机组
密集试车阶段。

该公司在提进度上实施“一把
手”挂帅督战，靠前指挥，参建单位
成立攻坚领导小组，形成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此外，以天
为单位细化会战任务 145 项，使项
目建设对标对表稳步推进。

榆神能化公司：煤基乙醇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讯（龚伟）近日，在中国施
工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国家优质工
程奖评选活动中，陕西地矿集团陕
西工勘院参与施工的“曲江综合文
化活动中心”项目荣获“2020-2021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陕西工勘院将前期勘察作为切
入点，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特
长，同时承揽了该项目的地裂缝地
质灾害评估、基坑支护设计及施工、
桩基施工等工作，给业主提交了高
质量高标准的满意答卷。

陕西工勘院：参建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本报讯（田雨）近日，陕投集团
所属新兴天翌科技公司首套大型
高频段雷达天线罩成功通过验收，
标志着该公司成功跻身大型地面
雷达天线罩市场。

该雷达天线罩直径 20米、高度

17.5米，采用金属桁架结构，由 225
个三角单元体组成，是天翌科技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高性能雷
达天线罩。此次交付表明天翌科技
已具备独立自主的研发、生产及安装
大型地面雷达天线罩的能力。

新兴天翌科技：首套大型高频段雷达天线罩通过验收

总额度1亿元 先到先得
西安发布汽车消费券发放申领实施细则

持续推进31个公租房续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