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8月 29日讯
（记者 谢冰） 8 月 23 日，
网友“格子”通过邵阳新闻
在 线 （www.shaoyangnews.
net）询 问 ，2018 年 邵 阳 70
岁以上老人退休工资有提
高吗？

针对网友“格子”咨询
的情况，8 月 28 日，邵阳市
企业养老保险处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回复。回复称，根
据有关部门批准，我市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调整增
加基本养老金。

据悉，在这期间，退休
人员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
老金45元，并在增加基本养
老金的基础上，对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
人员按本人缴费年限（含视

同缴费年限，不含折算工
龄），每满1年月基本养老金
再增加 2.8 元，缴费年限不
满 1 年的记为 1 年（缴费年
限计算到月）。

此外，如果因工残而退
休的人员，除按上述项调整
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不足134
元的，则按134元调整增加；
同时，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年满 70 周岁以上（含 70
周岁）至80周岁以下的退休
人员每人每月在以上基础
上，再增加基本养老金 20
元；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年满 80 周岁以上（含 80 周
岁）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在
以上项基础上，再增加基本
养老金30元。

该负责人提醒，2018 年
1月1日以后年满70周岁的
退休人员，不符合待遇调整
方案，则不能多增加20元。

今年邵阳7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

养老金有提高吗？
回复回复：：符合条件者将有额外补贴符合条件者将有额外补贴

邵阳日报8月 29日讯
（记者 谢冰） 8 月 22 日，
武冈市网友“雄陀”通过邵
阳 新 闻 在 线（www.shaoy-
angnews.net）反 映 称 ：目 前
武冈市 4 路车延伸至大坝，
途经蔡家塘等人口稠密区
域，极大地方便了沿线群
众。但不足的是，吊井边和
蔡家塘村两个站台之间的
距离太远了。

网友“雄陀”认为，两个
站点之间有一个岔路口，此
路是蔡家塘2组居民的必经

之路，出行人员较多，他建议
在此增设一个站台。

关于网友建议“武冈市
4 路公汽增加站台”一事，8
月28日，武冈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回复称，目前该
局已安排城市客运管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
看，经初步核实该处可以增
设一站点，待进一步现场调
研后，将通知公汽公司在吊
井边和蔡家塘村两个站台
间增加一个站点，以方便市
民乘车。

武冈市民建议增加4路公交车停靠点
部门回复部门回复：：经初步核实可以增设经初步核实可以增设

邵阳日报 8 月 29 日讯 （记 者
欧阳剑锋） 8月26日，网友“龙潭人”在邵
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发帖
咨询，他是新宁县金石镇飞仙桥龙潭村人，
去年该村幼升小的小孩可以去水庙镇中心
小学读书，为什么今年不可以了？

“龙潭人”表示，他的小孩今年9月份将
读小学一年级，因为之前村里有小孩在水
庙镇中心小学读书，所以他今年也去该校
给小孩报名，但却被告知其小孩只能在金
石镇选择学校读书。他认为固定去哪所小
学读书的做法并不妥当。

8月28日，新宁县金石镇飞仙桥中心
学校相关负责人就此事接受了本报记者
采访。据该负责人介绍，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适龄儿
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
就近入学。”2018年，该县两办下发的招生
文件中，也明确了“属地管理原则、相对就
近原则”。

“龙潭村附近规划有黄河小学和金木
小学，两所村小隶属于金石镇，而水庙镇中
心小学隶属于水庙镇。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龙潭村的适龄儿童应根据划定的学校
招生区域就近到黄河小学读书。”他表示，飞
仙桥中心学校今年从飞仙桥中心小学抽调
了几个年轻的优秀教师到黄河小学担任一
年级的老师，将进一步提高该校的教师队伍
水平，请家长不要担心学校的教学质量。

学生幼升小不能去邻镇入学学生幼升小不能去邻镇入学？？
回应回应：：根据划定的学校招生区域就近入学根据划定的学校招生区域就近入学

邵阳日报 8 月 29 日讯 （记 者
杨吉） “我在乡下建房资金不足，需要提
取住房公积金，却被告知不可以提取。”近
日，隆回县一网友通过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留 言 咨 询 如 何
提取住房公积金，希望相关部门能给出
答复。

据该网友介绍，他拿着岩口镇国土所
下发的批准书去隆回住房公积金提取时，
办事人员不同意提取，“但根据相关文件，
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规定：自建、翻建、大
修住房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以政府批
准文书日期为准，三年内可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以发证日
为准，一年内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该
网友说，“我这种情况为何不能提取？”

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隆回县
管理部收到网友留言后进行了核实。据
该部门相关负责人说，根据有关规定：
职工个人建造、翻建自住住房的，需要
提供建设、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
文件及复印件、超过建房总价 20%的自
筹资金凭证。

但根据目前核实的情况，该网友仅提
供了镇国土所下发的批准书，根据要求，
建造、翻建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

金，要准备以下资料：1、填写《邵阳市住房
公积金提取申请表》；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3、土地使用证，两年内建造、翻
建住房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携带原件审核，用A4纸复印
一份）；4、支付费用凭证（携带原件审核，用
A4纸复印一份）；5、住房公积金联名卡或本
人银行卡（能提供正确的开户支行名称）或

本人银行存折（携带原件审核，用A4纸复印
两份）。根据提取流程的办理时限规定：在
手续齐全情况下，当场办理。手续不齐全
的，当场退回。需核实的，三日之内告知能
否提取。根据网友所提供的资料，工作人员
作出不予办理提取意见。他建议网友准备
好上述材料后再来办理提取公积金业务。

乡下建房能否提取住房公积金？
部门回应：个人提交资料齐全后可提取

邵 阳 日 报 8 月 29 日 讯 （记 者
杨吉） 8月26日，洞口县网友“绝世菜鸟”
通过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
net）留言咨询，为什么洞口县教师招聘考
试政审完后一直没有消息？

网友“绝世菜鸟”说，她今年参加了
洞口县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前不久
通过了政审。“根据《洞口县 2018 年度
公开招聘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
教师实施方案》，上面标明考核完成后

再公示，可是至今还没有半点消息？”
网友“绝世菜鸟”想咨询一下多久可以
查看公示名单。

8月28日，本报记者就此事咨询了洞
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该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由于今年招考人数较多，目
前部分考生档案还在审核，相关工作正有
序进行。他请网友不要担心，公示名单会
在第一时间在县人社局和县教育局网站
进行公布。

为何教师招聘考试政审后一直没有消息？
回应：相关工作正有序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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