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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近日公开曝光了26家违
规提取公积金企业。这些貌似正规
实则为“黑中介”的组织，只要向他们
缴纳10%左右的中介费，就可骗提公
积金。专家表示，杜绝此类行为，还
需从实现信息联网、提升公积金管理
和使用效率等方面改进。

“乾坤大挪移”“偷梁换柱”骗提
近日，北京依法终止了北京广德

力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江宏翊
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勇创会计
服务有限公司等26家单位的住房公
积金提取业务、内外部转移业务、封
存业务。

“这26家单位借单位的‘壳’，为
社会上需要办理违规提取的人提供
代办业务，名义上是咨询公司、广告公
司等，实质上是‘黑中介’。”北京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借

“壳”揽客是这些公司违规的第一步。
——“乾坤大挪移”。北京某公

司一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公积
金被中介公司提走。北京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通过调查发现，北京某中
介公司非法获取这名员工的有效身
份信息后，在中介公司名下开立这名
员工的住房公积金个人新账户。然
后，通过内部转移方式，将该员工封存
在其他管理部的账户合并到新开的
账户中。在缴存一个月后，随即对新
账户进行封存，并通过办理外部转出
业务，将该员工的公积金账户余额转
移至天津某中介公司公积金账户中。

调查发现，这名员工并没有与北

京和天津的这两家公司建立任何劳
动关系，也并未授权任何组织及个人
代其办理公积金相关事宜。这名员
工的公积金就这样“不翼而飞”。

——“偷梁换柱”。曝光的26家
违规提取的公司中，有一家名为餐饮
企业的“黑中介”。这家企业的骗术
是，将委托人的公积金账户转移至其
名下后，通过为委托人办理进城务工
人员离职销户手续，办理提取业务。
经调查，该公司提供的委托人身份
证、户口本和离职证明都是伪造的。

中介“黑手”提成10%左右
在网站上，记者联系了一家“公

积金业务咨询”的中介公司，对于10
万元的公积金提取，该商家开价10%
的手续费。记者称自己不具备提取
公积金的条件，中介表示，他们可以
租赁房屋的名义帮助提取。记者调
查发现，代理提取公积金业务无一例
外都要收取一定的中介费，价码视个
人情况而定。

公积金违规骗提现象在全国已
经比较普遍。各地通过严查中介组
织、对骗提者设立“黑名单”、纳入个
人征信系统等方式，严厉查处并进行
规范和整顿，但效果并不理想。

通过对北京曝光的26家骗提单
位的调查，记者发现，这些违反住房
公积金管理规定的单位共同特点是
单位登记开户后，单位账户中的职工
未正常按月汇缴住房公积金，并频繁
进行内部转入后，办理部分和销户提
取业务。

在2015年，媒体曝光多起涉案
金额巨大的案件。如河北省石家庄
市7人伪造68枚公章案，涉案金额数
十万元；福建泉州古稀老汉黄某，通
过假结婚证、假房产证等，帮17人非
法套取住房公积金120余万元。

“实际上，这些‘骗术’的实质就
是伪造材料。”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是伪造虚假
的购房提取材料，特别是北京行政区
域外的购房合同、房屋所有权证、发
票等；二是伪造虚假的销户提取材
料，如户口本、公证书等；三是提供虚
假材料，违规转移职工的住房公积
金，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违规提取。

记者调查发现，中介机构显然已
经成了违规提取的最大“黑手”。

公积金监管有待完善
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

规定，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等，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而最近几
年来，套取公积金的案件明显上升。

近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
提取等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其中规定，今后提取住房公积金，原
则上不受理中介机构代他人申请提
取。受理提取公积金申请时，应至少
安排两名工作人员进行初审和复
审。提供假身份证、假合同、假发票
的，将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与
当事人串通的中介公司法定代表人
也将被列入“个人不良信息库”。

有规定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还
要认真实施。

业内人士介绍，现在有不少以租
房名义提取公积金的，有相当一部分
人做一份假租房合同，到北京社区租
赁税费代缴点缴费，然后拿着这些材
料去提取公积金。“全国房产信息没
有完全联网也使得核查信息的难度
提升，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汪丽
娜表示，在现行制度下，公积金提取
难、门槛高、收益低，从而产生了非法
套现的巨大需求，但涉及管理方管理
水平和服务意识的问题。要解决问
题，需要政府部门之间加强沟通，管
理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很多方面都有
待完善。

据新华社电

宝宝新年出行 脸是第一行头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那些家里添了

宝宝的新爸新妈们，你们是不是比往年更
忙碌了呢？除了给宝宝从头到脚的全副
武装，妈妈们不要忽略了，这个看“脸”的
时代，宝宝的脸才是新年的第一行头哦~

冬季天干物燥，宝宝肌肤又尚未发育完
善，所以尽管含水量高，但失水率却也很高，
所以极易出现粗糙、干痒、红裂等肌肤干燥
问题，更别提经常曝露在外的小脸蛋了。因
此妈妈们一定要给宝宝做好润肤工作，上海
家化旗下的启初新生特安系列，是专门针对
0-3岁宝宝研发的婴幼儿护理品牌。其新生
特安系列更是精选有机植物之初成分，不含
香精、酒精、色素及parabens防腐剂，无添

加，无刺激，非常适合新生宝宝使用。
给宝宝武装完毕，最后提醒下带宝宝

走亲访友时也要注意以下事项：1、注意
饮食卫生。如宝宝的奶瓶、勺子等进食工
具使用前切记清洁，给宝宝喂食前勿忘洗
手等。2、预防喂食呛咳。注意科学的喂
养方式，避免引逗正在进食的宝宝，防止
宝宝将食物呛入气管，同时不要让宝宝乱
吃容易呛咳的干果。3、注意保暖，防止感
冒。春节期间需要频繁地带宝宝外出访
友，冬季室内室外的温差较大，爸妈们要
记得入室为宝宝适当减衣，出门及时加
衣。同时，家中要备一些常用的治疗感冒
等药品，做到有备无患。

九泰基金：定增是抄底神器
九泰基金表示，定增是优质项目的重要

出口，公司发展向好，加之股灾与大盘巨幅
震荡期间停牌保留下的低价和定增规则下
带来的折扣，共同给资本带来了极为稀缺的
投资机会，目前正可借定增之手抄底A股。

九泰基金旗下第二只定增基金——九泰锐
富，目前正通过九泰基金直销机构及证券公
司等代销渠道募集，1000元起购。九泰锐富
拟任基金经理刘开运表示，在目前的市场点
位，投资定增项目保持可观收益的概率很大。

节能先锋 蒂森克虏伯电梯曳引机获权威认证
作为世界知名电梯解决方案提供商

之一，蒂森克虏伯电梯始终秉承可持续发
展理念，坚持节能技术创新。2015年，蒂
森克虏伯电梯“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获
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节能产
品认证证书》，成为行业绿色环保的标杆。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由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部门设立的第三方专业认证
机构。CQC证书受到国际认证机构的广
泛互认。2015年5月，包括95个不同规
格型号的蒂森克虏伯电梯“永磁同步无齿
轮曳引机”均获得了来自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的《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相较于传统曳引机，“永磁同步无齿
轮曳引机”的节能技术节省能耗达三成以
上。不仅如此，其紧凑的结构占用面积更
小，有效节省更多建筑空间，而且低噪音、
无污染。此外，蒂森克虏伯电梯“永磁同
步无齿轮曳引机”安全性更高。通过严苛
的设计基准和选材，曳引机安全系数不
低于6；同时使用高强度的铸铁机壳保证
高可靠性；所采用的进口轴承使用寿命可
达4万小时。

目前，蒂森克虏伯电梯的乘客电梯都
采用了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技术，高效
节能

K3全面防护 伴你温暖过冬
气温骤冷，每天早晨出门内心都在寒

风中煎熬，即便是拥有代步车的人们，刚入
车舱也是寒气袭人。而对于拥有K3的小
伙伴们，寒风出行不再是难题。因为K3搭
载了双区恒温空调、电动加热座椅、方向盘
加热等一系列抵御寒冬的装备，让你在冬
季也能享受到温暖舒适的驾乘体验。

K3全系标配自动恒温空调系统，能实
时调整最佳的温控效果，操控简便、布局合
理。并且自动恒温空调系统有温度分区
控制和后排空调出风口，对于驾乘者来说，
可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打造出舒适温
暖的车内环境。有了K3精心为车主准备
的暖心配置，冬季出行难题瞬间解决。

海富通陈甄璞：二十五亿大数据，让“逆向投资”有据可依
天气降温，大数据投资潮流却高温不

退。海富通东财大数据混合型基金拟任基
金经理陈甄璞介绍，海富通东财大数据基
金是一只基于东方财富网“关注度数据”的
灵活配置型基金。只要在东方财富的股

吧、网页、行情软件或APP对于个股加关注
或自选，就增加“关注度”。“逆向投资”策略
是从诸多备选策略中精选出来的，在较长
时间的模拟阶段，不仅选出了不少好股票，
而且还数次预示了市场的顶部，顺利逃顶。

东风标致508助阵《最强大脑》诠释高品质用车体验

万众期待之下，2016年1月8日《最
强大脑》第三季开播，各界脑神们再度集
结，再次带来了令人震撼的脑力盛宴。作
为“驾乘尽享的中高级杰座”，东风标致
508荣耀登场，这一融汇“T+STT高效动
力”、“智能驾控”、“全球设计”的荣耀杰
座，是为“心赏家”精心打造的高品质座
驾。此次“《最强大脑》荣耀杰座”的强力
合作，也有着不约而同的默契，被看成是
注定的“姻缘”。

“《最强大脑》荣耀座驾”诠释天赋
异禀

荧幕上脑神们的超强脑力，再一次让
观众们感慨他们的天赋异禀。而作为《最
强大脑》的合作伙伴，508同样具备优越
的性能天赋。508搭载最强芯“T+STT高
效动力”，其强劲的动力和出色的油耗表
现，可以称得上是同级中的佼佼者。

东风标致508“T+STT高效动力”搭载
1.6THP、1.8THP 两款发动机。1.6THP 连
续八年获得国际发动机大奖，最大功率可
达123kW、最大扭矩可达245N·m，动力水
平相当于2.4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或大众
1.8TSI的水平。而师出同门的1.8THP发
动 机 更 是 不 甘 示 弱 ，最 大 功 率 可 达
150kW、最大扭矩可达250N·m，超过标杆
竞品2.0T水平。而在实际驾车过程中，
在动力参数的优势之下，全新508更是可
以为用户带来更具激情的驾乘体验。当
发动机转速达到1000转，涡轮便会介入
工作，因此508起步加速十分迅猛，随着
油门的增加，双涡管的设计使进气效率提
升明显，1400转时即到达峰值扭矩，从这
以后动力便源源不断,中后段动力的强劲

表现也是有增无减。当需要加速超车
时，激情澎湃的动力随叫随到，带来极其
畅快的驾驭体验。

也许有人会认为强劲的动力是需要高
油耗代价而支撑的，508则不然。结果显
示，508搭载1.6THP、1.8THP车型百公里综
合油耗分别为：6.8L、6.9L，而这也正体现了
东风标致“T+STT高效动力”的精妙之处。
能取得这样的油耗表现，还有归功于STT
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的搭载。针对城市中
堵车、红灯等频繁启停路况，STT可以帮助
消费者实现一定的油耗节约。

脑迷遇上心赏家 谱写品质生活
作为中国首个科学真人秀节目，《最

强大脑》深受高知人群的追捧，自2014
年1月开播以来，《最强大脑》便受到了观
众的持续热捧，第三季的播出更是再度引
领江苏卫视收视热潮。而观看《最强大
脑》的这些人群，恰恰与东风标致508的

“心赏家”们的精神不谋而合。
东风标致508的受众人群是懂得生

活艺术的心赏家，他们是一个高知群体，
是工作生活中的意见领袖。比起普通消
费者，他们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对文化
消费有着品质要求，更看重生活的品质。
而《最强大脑》的受众恰恰针对的就是这
一群体。针对这一群体的高品质要求，东
风标致508凭借旗舰车型的品质享受，搭
载多重豪华车才具备的智能配置，进一步
满足这一人群的品质需求。

随着《最强大脑》第三季的播出，新一
轮的脑神PK也正在逐步火热上演。而东
风标致508与《最强大脑》，无论是在产品
本身，还是在目标人群上都有着深厚的默
契度，相信这也是二者达成合作的主要原
因。在随后的3个月里，每个周末“《最强
大脑》荣耀杰座”都将共同迎接挑战。而

“《最强大脑》荣耀杰座”将会谱写怎样的
故事，不妨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吧！

【最强大脑 荣耀杰座–东风标致508】

【东风标致508助阵江苏卫视《最强大脑》】

骗提公积金竟成一门“生意”？
揭秘北京26家“黑中介”违规提取公积金内幕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