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住房公积金 2021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

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的规定，经成都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成都住房公积金 2021 年年度报

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委

员会有 31 名委员，2021 年召开 2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

主要包括：《成都住房公积金 2020 年年度报告》《成都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2020 年住房公积金计划执行及增值收

益分配情况和 2021 年计划及增值收益分配预案》《成都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 2020年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1年

计划》《成都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成都住房公积金提

取管理办法》《成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书

面审议通过《成都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管理办法》和《关于成德眉资缴存职工在四市区域内非缴存

地购房有关公积金贷款政策措施的通知》。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市中心）为成都市政府直属正局级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核定正处级内设机构 16 个，正处级业务经办管理机

构 7 个，正科级业务经办机构 22 个。从业人员 523 人，其



中在编 156 人，非在编 367人。四川省省级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以下简称省级分中心）、四川石油管理局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石油分中心）加挂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分中心牌子，在授权管理下独立运作。省级分中心设 7

个科，从业人员 51 人，其中在编 30 人，非在编 21 人。石

油分中心设 3 个科，从业人员 16人，均为在编人员。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1 年，新开户单位 20679 家，净增单位

15443 家；新开户职工 67.59 万人，净增职工 44.22 万人。实

缴单位 88501 家，实缴职工 426.41 万人，缴存额 657.89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21.14%、11.57%、15.42%。2021 年末，

缴存总额 4699.2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6.28%；缴存余额

1788.73 亿元，同比增长 12.55%。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

存业务的银行 11家。

（二）提取：2021 年，153.92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

积金；提取额 458.39 亿元，同比增长 28.53%。提取额占当

年缴存额的 69.68%，比上年增加 7.11个百分点。2021 年末，

提取总额 2910.5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8.69%。

（三）贷款

1. 个人住房贷款：单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40 万元，双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70 万元。

2021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8.19 万笔 385.30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21.33%、24.48%。其中，市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



款 7.49万笔 351.26亿元，省级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66

万笔 32.12亿元，石油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453笔 1.92

亿元。

2021 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135.33 亿元。其中，市中

心 118.46 亿元，省级分中心 16.63亿元，石油分中心 0.24 亿

元。

2021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70.72 万笔 2390.12

亿元，贷款余额 1493.09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3.10%、

19.22%、 20.11%。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83.47%，

比上年末增加 5.25 个百分点。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14 家。

2. 异地贷款：2021 年，发放异地贷款 9340 笔 476495.10

万元。2021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1603762.81 万元，异

地贷款余额 1309535.73 万元。

3. 公转商贴息贷款：2021 年，未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当年贴息额 79.67万元。2021 年末，累计发放公转商贴息贷

款 419 笔 13352.20 万元，累计贴息 483.71 万元。

（四）购买国债：2021 年，未购买国债，无国债余额。

（五）资金存储：2021 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 324.98

亿元。其中，活期 0.04 亿元，1 年（含）以下定期 18.00 亿

元，1 年以上定期 227.95 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

78.99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1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83.47%，比上年末增加 5.25 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1 年，业务收入 570859.26 万元，

同比增长 14.68%。其中，市中心 485318.64 万元，省级分中

心 70456.54 万元，石油分中心 15084.08 万元；存款利息

126174.98 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444640.73万元，其他 43.55

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1 年，业务支出 269332.12 万元，

同比增长 13.19%。其中，市中心 227549.90万元，省级分中

心 35068.61 万元，石油分中心 6713.61 万元；支付职工住房

公积金利息 257166.08 万元，归集手续费 308.70 万元，委托

贷款手续费 11774.69万元，公转商贷款贴息 79.67万元，其

他 2.98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1年，增值收益 301527.14 万元，

同比增长 16.04%。其中，市中心 257768.74万元，省级分中

心 35387.93 万元，石油分中心 8370.47 万元；增值收益率

1.77 %，比上年增加 0.02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1 年，实际分配增值收益

301446.91 万元。其中，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25115.72 万元，

提取管理费用 19454.43 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56876.76 万元。待分配增值收益 80.23

万元（市中心根据灵活就业人员试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暂未分配的增值收益）。

2021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10157.83 万元。上缴财政

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18040.58 万

元。其中，市中心上缴市财政 188097.19 万元，省级分中心

上缴省财政 29943.39万元。

2021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262201.32 万元。累计

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496738.69

万元。其中，市中心提取 1325649.50 万元，省级分中心提取

142093.96 万元，石油分中心提取 28995.23 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1 年，管理费用支出 19352.49

万元，同比增长 9.75%。其中，人员经费 12737.45 万元，公

用经费 763.17万元，专项经费 5851.87 万元。

市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17254.43万元，其中，人员、公用、

专项经费分别为 11899.81 万元、590.03万元、4764.59 万元；

省级分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2098.06 万元，其中，人员、公用、

专项经费分别为 837.64 万元、173.14 万元、1087.28 万元；

石油分中心管理费用由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负担。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841.13

万元，逾期率 0.06‰，其中，市中心 0.06‰，省级分中心

0.06‰。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258713.32 万元。2021 年，

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15.58%，国有企业

占 9.76%，城镇集体企业占 0.37%，外商投资企业占 6.29%，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64.06%，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占 1.85%，自由职业者占 0.26%，其他占 1.83%；

中、低收入占 95.11%，高收入占 4.89%。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7.72%，国有企

业占 4.46%，城镇集体企业占 0.12%，外商投资企业占 7.25%，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75.23%，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占 2.92%，自由职业者占 0.31%，其他占 1.99%；

中、低收入占 98.92%，高收入占 1.08%。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22.20%，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59.41%，租赁住房占 4.19%，支持老旧

小区改造占 0.01%，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8.99%，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1.82%，出境定居占

0.00%，其他占 3.38%。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2.23%，

高收入占 7.77%。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1 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881.15 万平

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

为 15.14%，比上年末增加 0.88 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964213.07 万



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

30.25%，90—144（含）平方米占 61.70%，144 平方米以上

占 8.05%。购买新房占 58.34%，购买二手房占 41.12%，其

他占 0.54%。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59.62%，双缴

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40.37%，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

款占 0.01%。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39.82%，30 岁—40 岁

（含）占 45.37%，40 岁—50 岁（含）占 12.21%，50 岁以上

占 2.60%；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70.61%，购买二套住房

申请贷款占 29.39%；中、低收入占 93.45%，高收入占 6.55%。

（四）住房贡献率

2021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

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

率为 118.36%，比上年增加 10.96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

进展情况

2021 年 1 月，成都市获批成为首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

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城市。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

《成都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管理办

法》，于 8 月正式实施。截至 2021 年末，累计开户 5.48万人、



实缴 2.55 万人、缴存金额 9523.37 万元。试点参与人员中青

年群体超 90%、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超 70%、外地

户籍人员超 50%。

（二）公积金川渝一体化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情况

推进川渝公积金一体化发展，协同研究破解成渝区域内

缴存资金转移接续、贷款权益衔接互认等试点难题，实现成

渝两地公积金数据互联互通、“8+2”项业务“川渝通办”，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住房公积金管委会联合

印发《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等 4 部门关于成德眉资缴

存职工在四市区域内非缴存地购房有关公积金贷款政策措

施的通知》（成公积金委〔2021〕6 号），成德眉资缴存职工

在四市区域内非缴存地购房，可向缴存地公积金中心申请公

积金贷款。截至 2021 年末，市中心实现 42个住房项目跨区

域合作，发放跨区域贷款 5 笔；省级分中心实现 2 个住房项

目跨区域合作。

（三）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

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市中心：根据成都市委编办的批复，核定正处级内设机

构 16 个，正处级业务经办管理机构 7 个，正科级业务经办

机构 22 个。

省级分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新增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

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四）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 缴存、提取、贷款政策方面

（1）缴存、提取方面。2021 年 10 月 8 日，修订并实施

《成都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

理办法》，实行“双向差异化”比例缴存；降低困难单位降比缓

缴申请门槛；提成、承包制单位可协商确定缴存基数；实行

公积金按月提取和冲还贷业务；允许职工公积金贷款后提取

未纳入贷款额度计算的缴存余额用于支付首付款；限制多套

房提取；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业务不再受 1 年内提取 1 套

住房的限制。2021 年，市中心衔接做好住房公积金支持企业

抗疫减负措施，创新实施双向差异化比例缴存，调优困难单

位降比缓缴政策，支持 1937 家企业减负约 2908 万元；办理

按月提取 86万人次，提取金额超 122 亿元。

（2）贷款方面。2021 年 10月 8 日，修订并实施《成都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实行“精细化”双挂

钩贷款。缴存职工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以月度为单位分段综合

计算，每月的贷款额度与缴存职工每月缴存的公积金和对应

的存储月份数“双挂钩”；缴存职工所有缴存月度的贷款额

度加总后，综合核定可贷款额度。

2. 缴存基数、比例、利率方面

印发《关于 2021 年成都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及缴存基

数执行标准的通知》，将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 25499 元，缴

存基数下限及缴存比例不作调整。2021 年执行的职工住房公

积金账户存款利率为 1.5%；执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



5 年（含）以下为 2.75%，5 年以上为 3.25%。

（五）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市中心：一是上线 7×24 小时服务的智能化新系统，实

现手机 APP、网上办事大厅、省政务一体化平台、天府市民

云、天府蓉易办等 13 个渠道在线办理 50 余项公积金业务，

线上业务办理率超 90%；二是推进“一网通办”、接入“全

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新增 5 项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全年办理“跨省通办”业务 117.95 万笔；三是在“天府市民

云”平台新增 4 项服务项目，连续四年获评“十佳”口碑民

生服务；四是对接省市场监管“一窗通”渠道，实现新开办

企业办理住房公积金开户业务“零材料”“零跑腿”；五是完

成新津、邛崃服务大厅智能化改造，在东部新区新设立简州

新城、空港新城 2 个服务窗口；六是上线“智能客服”功能，

12329 热线全年来话量达 182.36 万通。

省级分中心：一是实现智能机器人应答、电子签章等便

民举措，率先上线“全国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和数

字人民币对公钱包业务，网上业务办理和全程网办比率分别

达 100%和 91%，业务办理好评率达 99%以上；二是实现“一

网通办”“川渝通办”服务事项，全年办理相关业务 4.1 万余

笔 20.5 亿元；三是设置“跨省通办”绿色通道窗口，解决缴

存单位和职工异地办事“往返跑”等难题，全年办理异地购

房提取 6256 笔 2.34 亿元；四是实现与全省政务服务热线

12345 联通对接。



石油分中心：落实“放管服”改革，简化职工提取办理

要件和流程，针对油气田一线职工，组织银行到现场开展贷

款“一站式”服务。

（六）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市中心：推动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打造新一代“智慧公

积金”综合管理平台。一是系统架构全面升级，采用微服务

架构的“服务管理、配置管理、链路监控、API 管理、用户

权限管理”融合新技术理念，实现容器化部署和数据上云；

二是支撑能力全面加强，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共享平

台，与民政、住建、人社等部门以及 30 余家商业银行实现

数据互联互通；三是智能水平全面提升，立足不同业务场景，

引入机器学习、生物识别、OCR 智能识别等技术；四是数据

基础全面夯实，合理构建数据架构体系，集中力量开展数据

治理，巩固“贯标”成果，“一人多户”等关键问题得到解

决；五是网络安全全面巩固，对标国家网络安全行业标准，

精准落地新一代“智慧公积金”综合管理平台安全防护规划，

全年“零”网络安全事件发生。

省级分中心：坚持科技惠民，全面提高信息化建设创新

创造能力。一是提升“智慧”属性赋能中心服务，开发“智

能客服”，以人机交互的方式提供 7×24 小时服务；二是利用

“共享”属性强化数据管理，对共享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及权

限设置，建立数据模型进行运行预测和质效评价，进一步保

障数据安全的同时，深化大数据应用；三是强化“绿色”属



性提升用户体验，采用 CA 认证进行电子证明注册签章，全

面推行无纸化“绿色”证明。

（七）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职工所获荣誉情况

市中心：荣获“四川省庆祝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三十周

年成果展一等奖”，全国率先试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

积金制度被评为“2021·四川数字化转型标杆案例”，都江堰

服务部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城中服务部、城南服务部、

都江堰服务部获评四川“最美公积金服务窗口”；25人荣获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最美公积金人”称号，2 人分获“2021

年度成都市建设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2021 年度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改革创新

先进个人”。

省级分中心：荣获“四川省庆祝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三

十周年成果展二等奖”，综合服务平台被评为数字四川创新

大赛（2021）数字政府赛道“十佳案例”，获评四川“最美

公积金服务窗口”；1 人评为全省“脱贫攻坚优秀个人”，1

人评为“四川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先进个人”，5 人荣

获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最美公积金人”称号。

石油分中心：1 个科室获评四川“最美公积金服务窗口”，

3 人荣获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最美公积金人”称号。

（八）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相关法规

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市中心：2021 年行政处罚 1 笔，处罚金额 1 万元。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91 件，执行金额 53.05万元。

（九）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违规行为的纠正和处

理情况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