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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政办发〔2017〕91 号 

 

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 

工程项目补充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健康农场管委会，县直各部门： 

经县委、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马关县农村特困农户房

屋改造项目补充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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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项目 

补充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扎实抓好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建设，切实解决好

农户唯一居住房是危房或无房而造成群众难以脱贫问题，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紧紧抓住国家加大农村危房投入支持力度的机

遇，通过 3 年努力，完成不少于 30000 户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建

设。 

第三条  改造对象：唯一居住房为危房或无房，符合村庄

规划建设要求，宅基地合法，并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后经乡（镇）

人民政府批准，进入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项目库的农

户（不包括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建房农户）。 

第四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指 2014 年、2015

年已脱贫出列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现仍在云南省精准扶贫大数

据管理平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中剔除

的农户不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 

第五条  补助标准：（本办法中的一般农户是指除建档立

卡贫困户、夫妻双方都年满 60 岁以上无子女户、家庭实际成员

都年满 60 岁以上户、孤儿户、家庭成员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二代一、二级残疾证》户、整户低保户以外的农户） 

1.就地就近新建房屋的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补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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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一般农户户均补助 2 万元。 

2.进入乡（镇）所在地依法购买国有出让宗地建房或购买

面积在 144 平方米以下新建普通商品房的一般农户，户均补助

3 万元。进入乡（镇）所在地购买面积在 144 平方米以下新建

普通商品房的农户，不再享受马政发﹝2015﹞48 号《马关县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中规定的 5000

元的购房补贴。 

3.进入本县县城购买面积在 144 平方米以下新建普通商品

房的一般农户，户均补助 3.5 万元，不再享受马政发﹝2015﹞

48 号《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

见》中规定的 5000 元的购房补贴。 

4.纳入兴边富民“三年”行动计划、坡脚镇整乡推进、篾厂

乡整乡推进安居房改造的农户建房补助按项目原标准执行。 

第六条  补助资金构成：项目资金由县级各部门可用于农

村房屋建设的项目补助资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及县级财

政预算资金构成。 

第七条  补助资金用途：无偿补助给农户的建房资金，只

能用于购买建房所需的建筑材料、支付购房款等支出，所购建

材、购房等必须开具正式发票，不开具正式发票的不予补助。 

第八条 对符合进行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

条件的一般农户，有意愿进入城镇安置的，经农户自愿提出申

请，由村小组核实，村委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允许其

将建房补助和申请贷款用于以下三种安置方式：一是用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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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所在地购买手续完备的国有出让宗地建房；二是

用于进入乡（镇）政府所在地购买面积在 144 平方米以下的新

建普通商品房； 是用于进入本县县城购买面积在 144 平方米

以下的新建普通商品房。 

第九条 享受本办法第八条政策的农户，必须书面承诺所

建房屋或所购房屋为家庭成员唯一居住房，建房或购房后拆除

原居住房屋和附属房屋，并依法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和《房屋所有权证》。进入城镇安置农户的子女，在其已年满

18 周岁且符合马政发〔2015〕91 号《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工作的通知》规定的，可以重新申请农

村宅基地。属就地新建房屋的农户，必须书面承诺所建房屋为

家庭成员唯一居住房，新房建成后拆除原附属房屋。属就近重

新申请农村宅基地新建房屋的农户，必须书面承诺所建房屋为

家庭成员唯一居住房，新房建成后拆除原居住房屋和附属房屋，

并依法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第十条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未脱贫期间，以及属夫妻双方

都年满 60 岁以上无子女户、家庭实际成员都年满 60 岁以上户、

孤儿户、家庭成员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一、二级残

疾证》户、整户低保户的农户新建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 1 至 3

人户建筑面积控制在 40—60 平方米以内，3 人以上户人均建筑

面积不超过 18 平方米，不得低于 13 平方米。一般农户有经济

能力的，可尊重农户意愿，适当扩大新建房屋建筑面积。不执

行第九条承诺事项和本条规定的，政府不给予建房补助和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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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享受建房贷款贴息政策。 

第十一条 对纳入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民居工程项目建

设的一般农户，有贷款意愿的可按 5 万元/户的限额申请农村信

用社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民居工程专项贷款。贷款期限 5 年，

贷款本金由农户偿还。贷款利息在前 3 年内，由农户按 2%的

年利率承担，其余利息由政府承担；从第 4 年起，利息全部由

农户承担。 

第十二条 除进入城镇建房或购房以外就地就近新建房

屋的农户，民居建设要充分体现民族建筑特点，建设具有传统

特色的现代民居，房屋建设必须符合抗震民居的建筑要求（县

上确定的民族特色村房屋除外），如不按要求建设的将不予补

助。新民居建筑具体建设要求如下：一是民居建筑结构可采用

框架、砖混、钢混、钢结构及砖木结构等，民居建筑层数不得

超过两层半，建筑一层高度不超过 3.8 米，二层高度不超过 3.3

米。二是民居屋顶必须建成坡顶形式（只建一层房屋的农户除

外）。三是建筑外墙禁用瓷砖贴面，要采用当地建筑材料（石

头、竹子、木材、树皮等）或真石漆、铁红粉拌水泥沙浆稻草

等做饰面，以体现乡土建筑特色。四是新民居建筑要保留披厦、

檐口生活区、以及干栏式建筑特征。五是建筑形式禁止采用欧

式建筑风格，禁用罗马柱等。六是新建民居必须实现人畜分离、

厨卫入户，要分别建设符合家庭生产生活实际的人用和牲畜用

化粪池。 

第十三条   农户房屋建设模式采取统规自建或统规统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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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第十四条  项目审批程序： 

1.就地就近安置审批程序：农户申请——村小组核实——

村委会核实——乡（镇）人民政府审批。 

2.进入乡（镇）购买国有出让宗地审批程序：农户申请——

村小组核实——村委会核实——乡（镇）国土所核实——乡（镇）

人民政府审批。 

3.进入乡（镇）或县城购买新建普通商品房审批程序：农

户申请——村小组核实——村委会核实——县住建局核实——

乡（镇）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  项目资金实行专账核算及县级财政回补报账

制。 

第十六条 建房补助资金支付方式： 

1.就地安置农户新建房屋时，在房屋动工后，给予建档立

卡贫困户拨付第一笔建房补助款 2 万元，给予一般农户拨付第

一笔建房补助款 1 万元，剩余的第二笔建房补助款 1 万元待房

屋竣工并通过县级验收，同时已拆除原附属房屋后一次性兑现。 

2.就近安置农户新建房屋时，在房屋动工后，给予建档立

卡贫困户拨付第一笔建房补助款 2 万元，给予一般农户拨付第

一笔建房补助款 1 万元，剩余的第二笔建房补助款 1 万元待房

屋竣工并通过县级验收，同时已拆除原居住房屋和附属房屋，

并依法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后一

次性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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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乡（镇）所在地购买国有出让宗地新建房屋的一般

农户在房屋第一层完工时给予拨付第一笔建房补助款 2 万元，

剩余的第二笔建房补助款 1 万元待房屋建成并通过县级验收，

同时已拆除原居住房屋和附属房屋，并依法注销原《集体土地

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后一次性兑现。 

4.进入乡（镇）购买面积在 144 平方米以下新建普通商品

房的一般农户在签订购房协议并经县住建部门审查商品房预

售合同且备案后给予拨付第一笔购房补助款 2 万元，剩余的第

二笔购房补助款 1 万元待其他手续办理完毕，同时已拆除原居

住房屋和附属房屋，并依法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

屋所有权证》后一次性兑现。 

5.进入本县县城购买面积在 144 平方米以下新建普通商品

房的一般农户在签订购房协议并经县住建部门审查商品房预

售合同且备案后给予拨付第一笔购房补助款 2.5 万元，剩余的

第二笔购房补助款 1 万元待其他手续办理完毕，同时已拆除原

居住房屋和附属房屋，并依法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

《房屋所有权证》后一次性兑现。 

6.新房建成或购房手续完成后，未按规定拆除原居住房屋、

附属房屋和未依法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

证》的，政府不给予兑现剩余补助，同时有权对原居住房屋和

附属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确有保留价值的，经相关部门鉴定认

可后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各项目乡（镇）要按规定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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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抓好项目档案管理。 

第十八条   项目建设期自县人民政府批复之日起半年内完

成。 

第十九条  项目竣工后，各项目乡（镇）要按国家的有关

规定和投资计划进行初验，并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指挥部对

项目进行终验，终验结果与各乡（镇）下年项目安排挂钩。 

第二十条  建立县、乡（镇）、自然村三级公告公示制度，

对项目建设内容和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公告公示。 

第二十一条  扶贫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建立项目资金

管理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责任人，确保按时按质按

量完成建设任务。 

第二十二条  县住建局负责具体落实农村危房改造基本

质量要求，组织开展现场质量安全检查，并负责农村建筑工匠

管理和服务工作。组织开展宣传培训，确保危房改造户知晓基

本的质量标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扶贫开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4 月 8 日起施行。 

 

附件：1.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农户承诺书 

      2.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就地就近建房申请表 

3.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进入乡（镇）购买 

国有出让宗地建房申请表 

      4.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进入乡（镇）购买 



— 9— 

新建普通商品房申请表 

5.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进入县城购买新建 

普通商品房申请表 

6.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就地建房补助资金申请表 

7.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就近建房补助资金申请表 

8.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进入乡（镇）购买 

国有出让宗地建房补助资金申请表 

9.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进入乡（镇）购买 

新建普通商品房补助资金申请表 

10.马关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户进入县城购买新 

建普通商品房补助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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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县纪委，县法院、检察院。 

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