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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门文件 1 农村危房改造相关文件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日期 
●正文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宁夏农村危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城（办）发〔2018〕33号）

《宁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农村危窑危房改造一线督战工作方案
的通知》（宁建（村）发〔2020〕5号）
《关于深入开展“回头看”和“四查四补”加快推进农村危窑

危房即增即改动态清零有关工作的通知》
（宁建（村）发〔2020〕4号 ）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扶贫办关于解决农村危窑
危房改造脱贫攻坚特殊问题的指导意见》

（宁建发〔2019〕53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_

√ √ √ √

政策解读 2

危房改造实施方案、危

房改造实施图解、解读
手册等

●图解文件的名称       
●文号     

●图解内容 
●着重解读政策措施的背景
●基本原则 

●改造方式
●补助对象 
●补助标准 
●建设程序 

●申报审批程序以及检查验收程序

2 执行措施

3 组织培训

●组织对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录入进行培
训，并且请设计院设计危房改造图纸，进行现
场讲解

●待改造花名册         
●审核后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宁夏农村危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城（办）发〔2018〕33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_

√ √ √ √

4 确定待改造对象 ●待改造对象花名册

5 鉴定危房等级
●《宁夏农村房屋鉴定表（危房改造对象认定
表）》

6 改造申请审核 ●审核后结果

7 危房改造计划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正文

8 危房改造施工协议签订 ●协议样本

9 指导实施改造
●国家和自治区质量改造标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危窑危房改造最低建

设要求(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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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督检查

10
开展危房改造日常巡查
、监督检查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正文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                    

(建办村函〔2018〕172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_

√ √ √ √

11 开展危房改造专项督察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正文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危房改造管理条例》

4
条件与标
准，认定程

序

12
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申请
条件

●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申请条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宁夏农村危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城（办）发〔2018〕33号）
《关于深入开展“回头看”和“四查四补”加快推进农村危窑

危房即增即改动态清零有关工作的通知》           （宁建
（村）发〔2020〕4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_

√ √ √ √

13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补助
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补助标准

14
农村危房改造竣工合格

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竣工验收要求

15 危改户认定程序 ●农村危房改造申请程序

16 认定结果 ●认定结果

5 结果落实

17
项目完成过长中发现的
问题以及处理结果

●名称     
●制定机构 
●适用时间 

●正文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社〔2016〕216 号)                                   
《宁夏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危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宁

财规发〔2018〕36号)                        
《关于调整农村危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分类和提高补助标准的
通知》(宁建发〔2017〕41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_

√ √ √ √

18

项目完成的质量及组织

领导小组和先关部门联
合验收结果

●农村危房改造农户验收表      
●备案书及验收合格花名册

19
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兑付
结果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兑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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