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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 1930 年 5 月袁毛泽东在江
西寻乌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调查袁主要了
解寻乌的政治尧交通尧经济尧土地关系与
土地斗争袁后写成了约十万字的调查报
告叶寻乌调查曳袁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
东进行的系列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袁
是调查研究的典范遥 值此纪念野寻乌调
查冶90 周年之际袁 笔者就新时代领导干
部调研问题谈几点看法遥

一尧调查研究是继承发扬中国共产
党走野实事求是冶思想路线的基础

野实事求是冶 的思想路线主要是毛
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苏区时期
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袁现在仍
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遥 野实事冶就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袁求是就是认识掌握
事物的客观规律遥 调查研究就是了解掌
握第一手资料袁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研
究袁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和具体
的方式方法遥

从七十多年执政实践看袁坚持实事
求是袁 就能使各项事业取得良好发展曰
反过来袁不坚持实事求是袁就会走弯路
白折腾遥

二尧确保决策的正确性袁领导干部

必须开展调查研究
领导干部承担国家治理的决策重

任遥 而决策在国家治理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袁一旦决策失误袁全盘皆输袁古今中外袁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遥 而要确保决策的正
确性袁 必须全面深入了解相关方面的实
际状况遥 比如袁党中央作出打野精准脱贫
攻坚战冶的决策部署袁是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中央领导班子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
究袁在走访大量落后的农村尧访贫问苦的
基础上作出的袁由于任务繁重袁所以动员
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袁举全国之力袁今年
将圆满收官遥 2012 年叶国务院关于支持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
见曳袁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国家发改委
等部门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对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决
策袁 尤其是他们看到当年为革命牺牲的
红军烈士后代有的还住在危旧的土坯房
里袁生活条件简陋袁深受感动袁从而迅速
出台了措施袁 大力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的振兴发展袁已经取得显著效果遥

每次重大的决策前袁相关领导都应
当抽出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袁全面深入了
解相关情况袁有的放矢袁确保决策的正

确性遥
三尧领导干部目前的状况袁必须强

化调查研究理念
总体看袁领导干部能够定期不定期

到基层一线体察民情袁在了解实际情况
基础上进行正确决策袁确保我国社会的
正常发展遥 但由于复杂的原因袁存在的
问题也突出遥 如袁十八大后进行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的四风问题
中的野形式主义冶尧野官僚主义冶问题袁仍
然比较严重遥 不少问题都与缺少调查研
究袁不了解社会实际有直接关系遥 有的
领导干部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袁不愿到
基层一线调研曰有的即使下去袁也是事
前打招呼让调研对象选择亮点袁走马观
花袁浮在面上袁并没有全面深入了解社
情民意袁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当袁决策失
误袁折腾浪费现象远非个别遥

四尧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袁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环境袁
要求领导干部不断进行调查研究遥 市场
经济的海洋波涛汹涌尧变化无常袁甚至
瞬息万变袁政府渊大政府概念冤必须通过
宏观调控袁 确保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遥

而搞好宏观调控的前提是宏观调控决
策的各种措施, 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经济
杠杆的科学合理袁只有不断进行调查研
究尧 全面深入了解复杂多变的市场情
况袁才能作出宏观调控市场的正确决策
并随着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遥

2. 目前袁我国面临国内长期粗放发
展积累问题的突显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严峻外部风险挑战袁迫切需要
领导干部进行全面深入调查研究袁深入
社会各个层面尧各个角落袁具体了解存
在哪些风险挑战袁 并深入分析原因袁然
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范化解袁避免
严重化陷入危机遥

3. 新时代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
的战略要求领导干部积极开展调查研
究遥 经济社会野全面转型升级冶要求各
行各业制定高质量的市场准入标准袁
包括功能的先进性尧 使用的安全性尧
产品寿命长尧 生产消费三废排放少
等袁 并认真实施袁 全面实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袁 根本告别几十年高投
入尧 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袁 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袁 提高中国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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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理条件院
公积金开户尧正常缴存满 6 个以上且达到

最低缴存额度达到 320/月(含单位尧个人两部分)
的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袁 可以
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袁 购第三套及以上住
房的不予受理遥

二尧住房公积金贷款办理流程院
征信查询寅表格领取寅办事处受理初

审寅市中心审批寅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签
订渊借款合同尧抵押合同尧借据冤寅办理抵押
渊不动产管理局冤寅轮候发放贷款

三尧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材料
1.期房贷款申请材料:
淤借款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

于借款申请人及配偶户口簿
盂借款人婚姻关系证明
榆借款申请人还款存折卡(工尧农尧中尧建行)
虞购房首付款税务票据
愚借款人及配偶个人信用报告渊公积金

中心授权打印冤
舆.已备案的购房合同正本原件遥
2.商品房现房贷款申请材料
淤借款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
于借款申请人及配偶户口簿

盂借款人婚姻关系证明
榆借款申请人还款存折卡(工尧农尧中尧

建行)
虞购房首付款税务票据
愚抵押的房产证 渊提供他人房产抵押的袁

需提供抵押人身份证尧结婚证遥 没有标明竣工
时间的要出具建筑年份证明冤

舆评估报告
余借款人及配偶个人信用报告渊公积金

中心授权打印冤

俞已备案的购房合同正本原件遥
3.二手房贷款申请材料
淤借款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
于借款申请人及配偶户口簿
盂借款人婚姻关系证明
榆借款申请人还款存折卡(工尧农尧中尧

建行)
虞契税完税票和增值税发票
愚已过户的房屋产权证渊没有标明竣工

时间的要出具建筑年份证明冤
舆评估报告(增值税发票金额打 7 折后

大于贷款金额的可以免评估)
余借款人及配偶个人信用报告渊公积金

中心授权打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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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办理流程院
职工提供申请材料寅办事处审核寅支

付住房公积金
二尧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材料
1. 一年一次提取公积金偿还商业住房

贷款本息申请材料院
淤提取人夫妻双方身份证袁 结婚证或

离婚证原件曰
于提取人在委托银行开户的银行卡或

存折原件渊中行尧农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
一类卡冤渊夫妻双方提取的袁应提供各自的银
行卡或存折冤曰

盂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
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渊已
办理过商贷按年提取的袁可不提供冤曰

榆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原件 渊已办
理过商贷按年提取的袁可不提供冤曰

虞银行出具的上一还款年度渊从还款起
始月起袁每连续满 12 个月为一个还款年度冤
的每期已还款明细单渊含个人贷款基本信息
内容冤曰

愚商业住房贷款主贷人需到公积金中
心授权查询并打印征信报告渊已办理过商贷
按年提取的袁可不提供冤遥

备注院 淤提取办理时效为每年在还款
起始月对应月起 3 个月以内办理袁职工夫妻
双方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上一还款年度正
常还款的本息遥

于对所购住房已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的袁累计还款本息合计超过购房提取过的住
房公积金的袁 才可申请住房公积金按年提
取袁并需要提供贷款银行盖章确认的已还款
凭证遥

2. 一年一次提取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
款本息申请材料

淤提取人身份证曰
于提取人在委托银行开户的银行卡或

存折(中行尧农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一类
卡)渊夫妻双方提取的袁应提供各自的银行卡
或存折冤曰

备注院 淤提取办理时效为每年在还款
起始月对应月起 3 个月以内办理袁职工夫妻
双方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上一还款年度正
常还款的本息遥

于提取配偶或夫妻双方共同提取的袁
另需提供结婚证原件及配偶身份证原件遥

3. 提前一次性还清商业性住房贷款提
取申请材料

淤提取人夫妻双方身份证袁 结婚证或
离婚证原件曰

于提取人在委托银行开户的银行卡或
存折原件渊中行尧农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
一类卡冤渊夫妻双方提取的袁应提供各自的银
行卡或存折冤曰

盂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
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渊已办理
过商贷按年提取的袁可不提供冤曰

榆借款合同 渊已办理过商贷按年提取
的袁可不提供冤曰

虞最后一次还款凭证尧 提前还贷的结
清证明渊提前全部结清贷款本息的提供冤曰

备注院 淤提取办理时效以贷款结清时
间之日起 3 个月以内有效袁提取额不超过最
后一次还款额曰

于商业住房贷款主贷人需到公积金中
心授权查询并打印征信报告袁已办理过商贷
按年提取的袁可不提供遥

4.退休提取申请材料院
淤缴存人身份证原件曰

于缴存人在瑞金的存折或卡 (中行尧农
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一类卡)原件曰

盂由配偶代理提取的提供配偶身份
证尧结婚证的原件曰由其他人代理提取的袁提
供代理人身份证尧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委托代
理书或单位认证的委托代理书;

榆退休证原件渊仅提前退休的提供冤
5.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提取申请材料
淤提取人身份证原件曰
于提取人在委托银行开户的银行卡或

存折原件(中行尧农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
一类卡)曰

盂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原件
注院账户封存期间袁在异地设立住房公

积金账户且稳定缴存满半年以上的袁办理异
地转移接续手续曰未在异地渊包括本市其它
县市冤继续缴存的袁封存满半年后方可提取遥

6.购商品房提取申请材料
淤提取人夫妻双方身份证袁 结婚证或

离婚证曰
于提取人在委托银行开户的银行卡或

存折渊中尧农尧工尧建行任一银行冤渊夫妻双方
提取的袁应提供各自的银行卡或存折冤曰

盂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
合同曰

榆首付款税务票据曰
备注院以购房合同登记备案时间为准袁

1 年以内有效遥
7.租房提取申请材料
淤缴存人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曰
于结婚证或离婚证原件曰
盂缴存人在瑞金的存折或卡 (中行尧农

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一类卡) (夫妻双
方都提取的袁提供各自的银行帐号)曰

榆无房证明遥
备注院 提取额度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实

际支付房租总额袁赣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
不得超过 14040 元/年袁其他县渊市冤范围内
不得超过 8640 元/年袁 超过部分不予提取曰
2020 年 1-6 月租房额度提高到 1000 元/
月遥凡是办理过住房公积金购渊建冤房提取或
贷款的袁不得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业务遥

8.购买二手房提取申请材料
淤提取人夫妻双方身份证袁 结婚证或

离婚证曰
于提取人在委托银行开户的银行卡或

存折渊中行尧农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一类
卡冤渊夫妻双方提取的袁应提供各自的银行卡
或存折冤曰

盂已过户的不动产权证曰
榆契税完税票和增值税发票曰
备注院 以缴纳契税时间为准袁1 年以内

有效曰2015 年 8 月以前购买二手房的不需
要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曰如果不动产权证已
载明产权来源袁 可不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遥
如果不动产权证未载明产权来源袁则需要提
供存量房买卖合同遥

9.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提取申请
材料

淤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身份证原件曰
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在委托银行开户

的银行卡(中行尧农行尧工行尧建行尧赣州银行
一类卡)或存折原件曰

盂载明死亡信息的居民户口簿或火化
证尧判决书等原件曰

榆继承人与死亡职工的身份关系证明
或公证部门出具的合法继承权或受遗赠权
证明件原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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