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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青

农村危房改造关键问题
住建部给出权威解答

贫困户李永杰

养起猪 幸福足

原阳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31）

生猪存栏量低于同期
猪肉价格仍将在高位徘徊

光山

马鞭草花开醉游人

□本报见习记者刘亚鑫 实习生任婧

南乐县司法局城关司法所

以理服人 化解青苗补偿款纠纷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国平

6月16日，游客在光山县泼陂

河镇钟鼓楼景区观赏马鞭草花、拍

照、游玩。据统计，马鞭草花盛开时，

这里每天吸引省内外游客超过

3500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休闲农

业游、农家乐和农副产品销售等多项

经营收入增长。盛鹏谢万柏摄

金基社区党支部父亲节特别活动
为了感恩爸爸们的辛勤付出，弘扬

传统文化节日，营造邻里和谐氛围，6月

13日，金基社区党支部联合辖区共建单

位玖久社工、北林司法所在森林阳光网

格开展了“辛勤付出，感恩父亲”主题活

动。（伦菲菲）
李村镇扎实推进夏季安全工作

夏季到来，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扎

实推进安全工作。责任到人，督查巡

逻，全力做好秸秆禁烧工作；排查线路

和变压器的隐患排查；增加充电桩的

数量，坚决杜绝飞线充电现象，做到家

喻户晓。（温军伟）
李村镇安全大讲堂受欢迎

安全宣传月到来之际，洛阳市伊滨

区李村镇各社区积极开设安全知识大讲

堂，对高层消防逃生、道路交通安全、安

全用燃气及燃气管道的日常护理等知识

进行培训。丰富实用的大讲堂，受到了

群众的欢迎。（温军伟）
确山县供电公司：确保汛期电网安全运行

6月12日，笔者从国网确山县供电

公司了解到，眼下正值夏季汛期，频繁的

雨水天气给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带来新的

考验，确山县供电公司采取多项措施，确

保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该公司高度重视，加强与气象等部

门的沟通，密切关注气象信息，随时掌

握天气变化对电网运行带来的影响，有

针对性地制定出防范措施。密切关注

电网运行情况，结合春季检查工作所发

现的问题，分析电网薄弱环节，全面检

查所辖变电站、线路等供电设备运行情

况，及时消缺处理，避免设备“带病”运

行；加强线路通道内树障的清理工作，

重点对雨季影响较大的线路进行巡检，

第一时间准确排除隐患，严防事故发

生；切实加强调度运行管理和电网负荷

监测，提前制定事故防范措施，重点控

制主网输、配电通道安全稳定运行；加

强值班抢修管理，调控中心、运维部及

各供电所严格监控雨情，应急抢修队伍

24小时严阵以待，同时加强抢修队伍车

辆、工器具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抢修

工作高效快捷。

此外，针对夏汛人身触电风险升高

的情况，该公司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在

县电视台和官网、城区显著位置LED大

屏幕滚动播放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雨季

安全用电、防触电知识，确保在恶劣天

气条件下群众用电安全。（张继成）

“这一段时间可忙了！每天都闲不

下来！”6月17日，记者见到了原阳县阳

阿乡董庄村的贫困村民李永杰，皮肤黝

黑的他忙得满头大汗。

今年42岁的李永杰父母早逝，自己

的文化程度低且缺乏技术，一直没有外

出务工的机会。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教

育费用又是一大难题，家里六亩地的收

入远远不够整个家的基本开支。2016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驻村干部

为他的孩子落实了“两免一补”政策，免

除学杂费、教科书费等。还为李永杰协

调贷款五万元，提供养殖技术，帮他建猪

圈养猪。

从最早的几头猪到现在的近百头

猪，李永杰一门心思都在自己的这些“宝

贝”身上，每天两次去喂食、清院，照顾得

极为仔细。“有差不多二十头猪可以卖

了，这批能卖五万块钱！”李永杰告诉记

者，他的妻子在北京务工，每月也有近

6000元的收入。这一家在2017年底就

已稳定脱贫。

每天，忙完猪圈的事，李永杰还要忙

地里的事，但是能看出来他是累并幸福

着的。“忙起来说明有钱挣！咱就能放心

了！”董庄村村支书董国献说。

对于咱农民来说，“住得安心”是最基

本的生活保障。有了好的居所，方能安心

劳作，享受生活。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就

是解决贫困群体住房安全和住有所居的

有效措施，受到了农民的认可。

但在政策实施中，很多农民朋友都遇

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产生了众多的疑

惑。近日，住建部网站发布农村危房改造

政策问答，对社会关注的多个问题进行了

解答。

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的认定程序是怎
样的？

答：目前农村危房改造的对象认定程

序是，由扶贫、民政、残联等部门提供建档

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

名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照名单，依

据《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

（建村函〔2009〕69号）开展房屋危险性评

定，将评定为C级或D级的列为农村危房

改造对象。同时，建立健全公示制度，危

房改造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各审查环节的

结果实行镇村两级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农村危房由谁鉴定，标准是什么？
答：农村危房鉴定是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组织具有专业知识或经过培训上岗

的专业人员，依据《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

导则（试行）》（建村函〔2009〕69号）对房屋

各组成部分危险性进行鉴定。共划分为4

个等级：A级为结构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未发现危险点，房屋结构安全；B级为结构

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个别结构构件处

于危险状态，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C级

为部分承重结构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D级为承重

结构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

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其中，C级和D

级危房列入农村危房改造范围。

农村危房改造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答：农村危房改造要求因地制宜采用

符合当地实际的改造方式，原则上D级危

房应原址拆除重建，属C级危房应修缮加

固。建设方式以农户自建为主，农户自建

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政府可帮助农

户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统建。对于自

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的深度贫困

户，鼓励通过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及幸福

大院、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

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等方式，兜底解决其

住房安全问题。

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政策是什么？
答：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由农民自筹、

政府补助、银行信贷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

资金构成。中央根据各地危房改造任务

按照一定的标准测算补助资金下达各省，

同时考虑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的实际情况加大倾斜支持力度。省级财

政在加大补助资金投入的基础上，依据改

造方式、建设标准、成本需求和补助对象

自筹资金能力等不同情况，制定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的分类补助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如何把握？
答：农村危房改造采用维修加固方式

的，不改变原住房面积。对于采用拆除重

建方式的有面积指导要求，原则上1至3

人户控制在40~60平方米以内，且1人户

不低于20平方米、2人户不低于30平方

米。各地可根据当地的民族习俗、气候特

点等实际情况制定细化建设面积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如何拨付？
答：地方各级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应按照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管理使用规定，规范农村危房改造资

金使用管理，按规定及时足额将资金支付

到位。要利用好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资金，

支持贫困农户提前备工备料。拨付给农

户的补助资金要足额拨付到户，对于政府

组织实施加固改造，以及统建集体公租房

等兜底解决特困户住房的，可在明确改造

标准、征得农户同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

上，将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

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如何管理？
答：农村危房改造实行“一户一档”的

农户档案管理制度，批准一户、建档一

户。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制作

并保存改造户档案，每户农户的档案包括

改造对象认定表、审核审批、工程实施、补

助资金发放、竣工验收等材料。

农村危房改造流程的第一步是自愿

申请，由村民向所在村委会提交书面材

料。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村委会问问

吧。（据住建部网站）

前不久，南乐县司法局城关司法所

工作人员接到张某的电话：“我应得的

青苗补偿款终于到手了，非常感谢你们

从中调解。”

原来，张某是河北省魏县人，因孩子

在南乐上学居住在南乐县城关镇某村，

由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通过朋友承

包了李某等农户的几十亩田地，并且按

口头协议以每年每亩400元的承包费付

给李某及其他农户。2018年底，政府开

发并且占用了张某所承包的土地，按照

相关政策对青苗每亩1200元进行补

偿。补偿款到账后，李某及其他农户不

让村干部把该款项给张某，经村委会多

次调解均未果，无奈之下张某才来到县

司法局城关司法所求助。

因为当初未考虑到遇政府开发补

偿的问题，使得如今的青苗补偿款起争

议。面对张某请求的问题，调解员一方

面和村委会联系，及时掌握证据资料，

对纠纷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一方面

和李某等农户取得联系，询问他们阻止

张某得到补偿款的原因。了解情况后，

调解员很快找到了双方矛盾点在于青

苗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

找到问题的症结后，调解员本着调

和、各退一步的原则，兼顾换位思考调解

法：一方面劝说李某等人，在尊重法律和

事实的基础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出租、

转包的形式，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

补偿费实际归投资人所有，同时还讲述

张某种地的不易，以及投资麦种、化肥、

机耕、打玉米秆等费用；另一方面让张某

明白和气生财的道理，并讲解相关农村

承包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告知双方租地

合同不规范、不明确等情况。经过调解

员的劝说，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每亩

1200元青苗补偿款张某分得800元，李

某等农户各分得400元。至此，租地纠

纷也圆满画上了句号。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

格以降为主。

粮油价格双双上涨。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19%；桶装食

用油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19%。目

前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

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在正常范围内小

幅波动。

猪肉价格高位徘徊。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19%。其中鲜

猪肉上涨0.88%，五花肉价格稳定。随

着气温上升，猪肉消费需求量回落，但

生猪存栏量低于同期，预计后期猪肉价

格仍将在高位徘徊。

鸡蛋价格偏弱调整。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1.5%；白条鸡零

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6%。端午节过

后，市场需求减少，鸡蛋价格偏弱调整，

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以窄幅调整为主。

蔬菜价格持续下行。上周全省蔬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4.33%。重点监

测的18个品种中，11种下跌，7种上

涨。其中叶类蔬菜以涨为主，其中大白

菜、圆白菜、生菜、油菜分别上涨5.98%、

3.6%、2.68%、2.31%；瓜果类蔬菜以跌

为主，其中豆角、西红柿、青椒、茄子、冬

瓜分别下跌 15.2%、14.2%、12.28%、

11.97%、11.22%。目前本地菜大量上

市，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加之高

温天气不利于蔬菜的存储，预计后期蔬

菜价格将继续下行。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水

产品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92%。其

中淡水鱼中的草鱼、鲤鱼分别上涨

3.21%、2.62%；海水鱼中的大黄花鱼上

涨2.82%。预计后期水产品价格将在现

有价位小幅波动。

水果价格小幅回落。上周全省水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上涨2.39%。其中苹

果、梨分别上涨7.09%、4.39%，西瓜、香

蕉、葡萄分别下跌3.3%、1.94%、1.0%。

由于苹果和梨库存偏低，拉动了水果整

体价格上涨，预计后期随着时令水果上

市量和种类增加，水果价格将趋稳回

落。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为回馈彩民，特举行“魅
力4射”盛夏送清凉活动！6月20日~7月20日，凡购买

“魅力4射”即开型彩票，单张刮中400元奖项的可获得
空调一台，单张刮中200元奖项的可获得空调扇一台。

据了解，“魅力4射”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全新推出的一款星光闪耀即开型彩票，该款彩票面值10
元，最高奖金25万元。

本彩票共有两个玩法，都很简单好玩！
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魅力4射”短语，即

可获得40元奖金。

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在任意一局游戏中“我
的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局“我的号码”
右方所对应奖金；如果在“我的号码”区刮出“4”，即可获
得该局右方所对应奖金的4倍。共有4局游戏，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豫福）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河南福彩“魅力4射”
盛夏送清凉了！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弘扬
福彩文化，倡导公益环保理念，省福彩中心决定举办以

“福彩，为祖国发展增福添彩”为主题的即开票手工艺
品大赛，为便于作品运输、展示和存储，本次即开票手
工艺品大赛仅征集平面类型作品。具体要求如下：

一、活动主题
“福彩，为祖国发展增福添彩”
二、活动目的
重塑福利彩票公益形象，传播“公益、慈善、健康、

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深耕即开票绿色发展理念，提
升即开票“刮刮乐”品牌知名度，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 周年。

三、参赛对象
热爱福彩即开票的彩民。
四、作品要求
为提高本次大赛活动效果，本着以聚焦主题、提质

缩量、扩大宣传、便于运输、展示和存储为原则，提出如
下要求：

（一）作品主题。参赛作品要求以展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重要发
展成就为主题进行创作，要求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富
有创新、寓意深刻。

（二）作品类型。本次活动仅征集使用福利彩票即
开票拼接的平面手工艺品，根据需要可少量使用电脑
福利彩票。

（三）制作要求。参赛作品要求制作精美、具观赏
性，平面手工艺品的最大尺寸控制在 100cm×
180cm 之内；底板材质为纸板或其他较轻的硬度板，可
粘贴或悬挂于展架或墙面（建议镶嵌成镜框），作品厚
度不得超过10cm；要求拍摄作品制作过程视频（不低
于20 秒）和成品高清图片2~3 张；参赛作品必须完整
无损，牢固性强，便于运输，若参赛作品损坏将取消该

作品的评选资格。
五、时间安排
（一）申报时间。申报截止日期为7月15日，请在7

月15日前按照要求填写附件中的报名表，将参赛表格
打印后的签名扫描文件以及作品图片和视频资料于7
月15日前发至省福彩中心即开票部邮箱 flcpggl@
163.com。

（二）评比时间。省福彩中心在7月20日至8月12
日期间举办评比活动，评选出其中的优秀作品推荐参
加全国竞赛活动。

本次全省即开票手工艺品大赛活动的解释及说明
权归属省福彩中心所有。活动组织或方案如有变动，
以实际发生为准。参赛单位或个人提交作品即视为同
意所提交的参赛作品统一归集到省福彩系统。

希望热爱福彩即开票的彩民踊跃参加。
（豫福）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关于举办全省即开票手工艺品大赛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