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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解读

专题问答

《贵阳市房屋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二）

《贵阳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3 月 1 日起

施行， 贵阳晚报楼视界与贵阳楼市网微

信 2月 21日进行了解读，刊发后读者网

友反响热烈。 纷纷通过电话或者贵阳楼

市网微信留言对相关问题进行咨询。 记

者对读者网友的留言进行了梳理归纳，

整理出 20多个关注度高的问题，就这些

问题采访了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

关负责人， 相关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进行

解答，本报以问答方式陆续刊登出来，希

望对广大市民理解把握《办法》有帮助。

今日刊登第二部分。

4、新《办法》中规定的维修资金各

标准交存比例是什么？

答：按照新《办法》规定，首期维修

资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一）配备共用

电梯的商品房、非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按

照本市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成本控制

价的 8％；（二）未配备共用电梯的商品

房、 非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以及商品房的

配套建筑, 按照本市建筑安装工程每平

方米成本控制价的 5％。

5、新办法中规定首期维修资金交存

标准按是否配备共用电梯划分， 如果买

的公寓、别墅应该怎样交存维修资金？

答：新《办法》交存标准不再按原来

的住宅和非住宅分类， 而是根据所购买

的商品房物业项目是否配备共用电梯分

两档。公寓、别墅也是按所在楼栋是否配

备共用电梯来划分交存标准。

6、现在购房者有哪些方式交存维修

资金？

答：(1)在云岩、南明、观山湖、乌当、

高新区范围内购买商品房的业主， 可以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自行缴交维修资金：

一、 购房业主通过安装在房开企业

销售现场的维修资金专用 POS机自行刷

卡缴交，交款成功后购房业主持身份证原

件、《维修资金交存通知书》、 专用 POS

机交款小票到贵阳银行部分网点换取

《贵州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

二、购房业主持房开企业出具的《维

修资金交存通知书》 到贵阳银行部分营

业网点柜台缴交， 交款成功后即可换取

《贵州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

网点信息：

贵阳银行维修资金专柜

地址：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 G 座 12

楼 1207室

贵阳银行维修资金专柜

地址： 南明区万东桥贵阳市房地产

交易中心二楼大厅

贵阳银行营业部

地址：云岩区中华北路 77号

贵阳银行市西路支行

地址：云岩区延安西路 2号

贵阳银行瑞南支行

地址：贵阳市瑞金路 58号

贵阳银行铁运支行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 31号

贵阳银行神奇支行

地址：贵阳市北京路 1号

贵阳银行会展支行

地址： 贵阳市金阳新区长岭北路中

天会展城 D2-负 2-1

� � � �贵阳银行西南商贸城支行

地址： 西南国际商贸城一期 1、2 号

楼第 2-G-1层 1号

（2）市辖其他区（市、县）的维修资

金专用 POS 机也在加紧实施，将尽快全

面实现维修资金专用 POS机的交款。

本报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昨日，全国税务系统

征管体制改革先进典型巡回宣讲

团报告会在贵阳市税务大厦举

行。

宣讲会现场，来自湖北、新疆、

重庆、贵州等省市税务部门的 6 位

先进典型人物，为国家税务总局贵

州省税务局机关和直属部门全体

税务干部，生动讲述了他们投身改

革、奉献改革的感人事迹。

全省一万余名税务干部职工

通过视频在分会场观看宣讲。

（本报记者 周欢）

气温偏低 花期推迟

进入三月，贵阳各地气温开始

回升，多数桃花、樱花已含苞待放，

不过初花已开放。 今年赏花 “打

卡” 时间较往年有所推迟，其主要

原因在于刚过去的冬季平均气温

较低。贵阳东山站 4.7℃的气温，也是

在近 5年中平均气温最低的一年。

图为贵阳东山顶的桃花和樱

花逐步开放。 石奎 张晨

全国税务系统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改革先进典型宣讲

团报告会走进贵阳

6位先进典型人物

讲述奉献改革事迹

本报北京电 3 月 11 日，在京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

国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

利用代表休息日， 率队赴北京市紫

光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精准招商。 双

方就芯片封装、云网服务、数据安全

维护、 大数据人才培养等进行深入

交流，达成系列合作共识。紫光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伟国陪同。

副市长唐兴伦， 紫光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王竑弢， 紫光新华三

集团副总裁李立， 紫光集团副总

裁李天池、吴健，市政府秘书长许

俊松参加。

陈晏一行首先参观了紫光科技

产业体验中心，观看企业宣传片，认

真了解紫光集团发展概况、 产业架

构，并通过产品介绍、沙盘展示、视

频短片等， 详细了解紫光集团在芯

片设计、存储芯片制造以及网络、安

全、 大数据等云网服务与整体解决

方案方面的产业发展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晏

重点介绍了贵阳市大数据产业发

展情况。 他说，大数据是贵阳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守好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的重要抓手。 当前，全市上

下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

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全力推动“四

个强化” 、做实“四个融合” ，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紫光

集团作为中国信息产业领导者之

一，布局贵阳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希望双方在芯片封测、 大数据应

用、云网服务、大数据人才培训等

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做强数字

经济，共享数字时代红利。 诚邀紫

光集团参加 2019 数博会。

赵伟国对贵阳市给予紫光集团

的关心关注表示感谢， 并简要介绍

企业发展情况。他说，紫光集团非常

看好贵阳的发展前景， 十分期盼到

贵阳布局发展。 企业将尽快组建工

作组到贵阳实地考察， 加快推动此

次洽谈成果的落地落实， 全力助推

贵阳打造“中国数谷” ，加快建设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高新区，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 （本报记者）

陈晏率队赴北京市紫光集团开展精准招商

共享发展机遇 深化务实合作

本报讯 3 月 11 日， 记者从平

塘县县委宣传部获悉， 平塘将于 3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县城举办 2019

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启动仪式

暨第四届 “都匀毛尖·平塘甲茶—

贵州春茶第一壶”系列活动。

据了解，平塘县自古就有“玉水

之乡·金盆宝地” 的美称，作为都匀

毛尖茶品牌的核心产区， 独特的气

候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让平塘春茶

每年最早在农历正月期间就可以采

摘， 每年春茶开采大约有两个月的

时间，平均每天有上千人采摘茶青。

至 2016 年起， 每年举办一届

“都匀毛尖·平塘甲茶—贵州春茶

第一壶” 系列活动，以茶促旅、以旅

带茶，以“茶” 脱贫，力争把“都匀

毛尖·平塘甲茶” 品牌打响做亮，争

做“都匀毛尖” 品牌的领头羊。

（本报记者 鞠平）

这个周末 平塘邀你去品茶

每年春茶开采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有上千人采摘茶青

本报北京电 3 月 11 日， 在京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

国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

利用代表休息日，先后到新华网、人

民网参观考察并接受专访。 新华网

常务副总裁魏紫川， 人民网副总编

辑孙海峰陪同。

市政府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陈晏首先来到新华网， 参观了

新华网全球新闻中心超级编辑部、

中国网信网编辑部， 详细了解新华

网组织架构、新闻采编发布、网站承

建运维、传播影响力等情况，并走进

新华网科研·创新中心，了解新华网

相关网络新媒体系统、 平台及产品

建设运营情况， 并就双方进一步深

化交流合作进行座谈。来到人民网，

陈晏参观了人民网发展历史长廊、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演播室， 详细了

解人民网发展历程、运作模式、工作

成就、发展方向等情况。

考察中，陈晏对人民网、新华网

一直以来对贵阳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 他说，人民网、新华网作为全球

一流的网络媒体平台和国家权威的

主流舆论阵地， 近年来积极宣传贵

阳、推介贵阳，为提升贵阳知名度、

美誉度，扩大贵阳影响力、吸引力作

出了积极贡献。当前，贵阳正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积极抢抓国家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 坚持高标准

要求、实施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

发展， 加快打造在西部地区有影响

力的国际化都市、 中高端消费品贸

易之城和制造之城。希望人民网、新

华网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贵阳发

展，充分发挥平台传播快、受众广、

影响大等优势， 更好地帮助贵阳讲

好发展故事、塑造良好形象、聚焦世

界目光，持续提升知名度和吸引力，

助力贵阳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参观考察结束， 陈晏分别接受了人

民网、新华网专访。

座谈中， 魏紫川简要介绍了新

华网发展历程和主要业务情况。 他

说， 宣传推介地方的好经验、 好做

法、好成效是新闻媒体的本职工作，

新华网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更好

地为贵阳发声，为地方发展助力。

孙海峰在陪同考察时表示，贵

阳市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绩有目共

睹，爽爽贵阳的形象深入人心，人民

网将持续关注贵阳、宣传贵阳，为贵

阳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媒体力量。

（本报记者）

陈晏先后赴新华网人民网参观考察并接受专访

传播贵阳好声音 塑造贵阳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